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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3月29日，科普时报记者
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
今年年底前，北京市、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四
级林长制责任体系将全面形
成，各项制度基本建立。

扎牢资源保护“安
全网”

园林绿化资源是首都生
态系统的主体，是维护首都
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生态宜
居城市的坚实基础。随着造
林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北京
市森林覆盖率已达44.4%，森
林蓄积量达 2520 万立方米，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9%。

“而林长制的实施，将可
以强化领导干部生态保护属
地管理责任，有效解决林草
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促进
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实现
首都园林绿化资源保护管理
的长远发展。”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林长制的实施是一项系
统工程。按照北京市发布的

《关于全面建立林长制的实施
意见》 要求，全市将建立

“市统筹、区主责、乡镇（街
道） 运行、村 （社区） 落
实”的园林绿化资源保护发
展工作机制，并完善调度、
巡查、部门协调等相关制度。

该负责人介绍说，市、
区总林长和林长每年至少进
行 1 次调度，市、区级林长
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巡查，乡
镇 （街道） 级林长每月至少
开展 1 次巡查，村 （社区）
级林长每周至少开展 1 次巡
查，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园
林绿化资源保护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建立部门协作
制度，还将形成在林长领导
下部门协同、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各级林长实行分区责
任到人

北京推行林长制，突出
城乡统筹，全域覆盖，京华大地上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有了“当家人”。

《意见》要求，各级林长实行分区（片）责任
到人，确保逐地逐片、一林一园落实管理主体，实
现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意见》还明确，各级林长不但要把森林绿地管
好，还要负责责任区域内的湿地、野生动物和古树
名木等一切园林绿化资源的保护发展工作，而有关
湿地保护还将与全市河湖长制责任区域全面对接，
实现全方位、立体式的资源监管。各级林长还要结
合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宜林荒山造林和留白增绿等
重点工程，进一步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同时，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等新发展理念，不断丰富森
林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提升首都生态资源质量。

“林长制考核结果也将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该负责人称，全市还将设
立林长制公示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让园林绿化资源“活起来”

林长制的实施既可以让生态资源得到保护，更
将“点绿成金”让首都的绿色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
山。据统计，北京市果树种植面积达200万亩，集
体林地有1480多万亩。

“这既是首都重要的绿色资源，更是京郊农民
绿岗就业和生态增收的重要载体。”该负责人强
调，各级林长可以结合区域特色，深入挖掘森林资
源的多种潜力，盘活绿色资产，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林业产业，做好绿色发
展文章。

林长制的实施，将推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加快建立新型集体林场。而通过探索构建生
态保护社会共建共治的新机制，还将进一步研究
制定绿色产业惠民相关政策。

该负责人表示，北京市将充分利用现有生态林
管护政策，全面实行村（社区）级林长、林管员、
护林员“一长两员”的末端管护模式，夯实管护责
任“最后一公里”，将管护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
并利用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创新基层保护管理措
施，实现智慧管理，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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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功能菌群建立优质资源库是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近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
所科研人员从美洲黑杨根际土壤样品
中，分离到三株能显著促进树木不定
根和次生根发育的真菌。基于形态学

特征比较和多基因联合系统发育树，
将其鉴定为子囊菌格孢腔目 Stagono-
sporopsis 属 的 一 个 新 种 ， 命 名 为 St-
agonosporopsis rhizophilae sp. nov. Z.
L. Yuan and H. S. Wei。这为研发新
型生物菌肥储备了宝贵资源。相关成

果 发 表 于 分 类 学 期 刊 《植 物 分 类》
（《Phytotaxa》），并获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1项。

据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林业微生物
团队负责人袁志林研究员介绍，该团
队长期致力于树木根系真菌资源挖掘
与功能研究，持续开展了模式树种杨
树根系微生物组结构和功能研究，并
从胡杨、新疆杨、美洲黑杨及 NL-895
杨等根系中分离培养共生菌。此次发
现 的 新 种 是 整 个 研 究 内 容 中 的 一 部
分。初步分析表明，该真菌能分泌大
量吲哚丁酸、吲哚乙酸和反式玉米素
核苷，能显著促进树木根系发育。

此外，基于比较基因组学分析，研
究组还发现，该新种存在明显的种内变
异，基于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组装结果
发现菌株的染色体核型存在差异，其中
一个个体多出一条所谓的附属染色体。

袁志林研究员透露，目前，团队
正在从基因组结构变异、基因表达水
平和转录调控等方面解析种内变异的
遗传基础，并研究附属染色体在树木-
真菌共生互作中可能扮演的独特功能。

我 国 科 研 人 员 发 现 真 菌 新 物 种
□□ 贾兴焕 杨预展

图1：胡杨。视觉中国供图。
图2：真菌新物种能显著促进树木

根系发育。左侧为菌株16W和16B在四
种培养基上的培养性状；右侧为菌株
16W和16B接种NL895杨无性系幼苗。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供图）

现今，“物种入侵”是生态领域的
研究热点，也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清
道夫、罗非鱼、巴西龟等知名入侵物
种以其极强的适应能力、繁殖能力侵
占我国南方的自然水体，与本土物种
竞争生态位，甚至导致了某些本土物
种在当地的绝迹，造成了难以估量的
损失。

然而，在常规的捕食与竞争之外，有
些入侵物种还可能发动“病菌战”，通过
携带、传播致命病菌置本土物种于绝
境。有这样两种来自北美的淡水螯虾即
是如此。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曾引入一种原
产北美的淡水螯虾——宽大太平螯虾，
投放至野外水体，期望能够以此补充当
地常见的食用螯虾北欧正螯虾 （也称奥
斯塔欧洲螯虾） 因真菌病死亡而产生的

市场缺口。可是并无人知道，这种外来
螯虾正是致病真菌——变形丝囊霉菌的
天然携带者之一。感染真菌后，它不会
迅速发病死亡，而能够带着病原继续存
活。在美国，宽大太平螯虾就曾入侵了
本无此种分布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传
播真菌几乎将加州的螯虾赶尽杀绝。可
见，宽大太平螯虾的引入完全违背了人
们的本意，它进一步传播了高传染性、
高致死率的螯虾真菌瘟疫，导致北欧正
螯虾、苍白石螯虾等欧洲本土物种纷纷
染病死去，甚至直升为亟待保护的濒危
物种。

后来，人类的活动又无意间将宽大太
平螯虾带至日本的北海道地区，而北海道
地区正是日本珍贵的本土物种——日本蝲
蛄的栖息地。颇具戏剧性的是，另一种变
形丝囊霉菌的携带者，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小龙虾——克氏原螯虾在此之前入侵了北
海道。克氏原螯虾将变形丝囊霉菌带入当
地水域，但因为它并不喜欢在日本蝲蛄生
存的冷水溪流、湖泊活动，所以疾病扩散
的速度很慢。结果好景不长，喜爱冷水环
境的宽大太平螯虾也来到了北海道。二者

“接力式”传播病原菌，对日本蝲蛄产生
了巨大危害。日本政府不得不将日本蝲蛄
列为保护物种，并大力治理入侵螯虾物
种、严打投放其他螯虾的行为，以避免事
态进一步恶化。

我国的淡水螯虾多样性较低，根据目
前记录仅有3种：东北蝲蛄、朝鲜蝲蛄与
许郎蝲蛄，且均为冷温物种，分布地狭
窄，仅见于东北三省。近年来，随着山
溪、河流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喜爱清洁
水质的蝲蛄种群缩减，曾是蝲蛄分布地之
一的本溪太子河已经鲜见其身影。至于已

经入侵我国多年的克氏原螯虾，由于不喜
寒冷，难以北上，所以未能将致病真菌传
播开来。蝲蛄幸而躲过此劫。但值得注意
的是，宽大太平螯虾同样是冷水螯虾种
类，一旦进入我国，东三省的水域将成为
它繁衍生息的温床，蝲蛄种群很可能会因
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欧洲和日本的案例就在眼前。宽大
太平螯虾、克氏原螯虾的入侵现象能
够产生多么巨大的危害一目了然。血
的教训警示，人们如果不想再为生物
入侵的恶果买单，只能从源头上开始
治理。进口外来物种前应进行严谨的
研究调查、绝对禁止随意放生……保
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一个人
的责任。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业
委员会供稿）

3月22日至24日，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
所（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科研人员给16
尾待放流的大规格“子二代”中华鲟打上卫
星标记。三峡集团对国宝中华鲟的海洋生活
史研究就此开启。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活化石，有“水中大熊猫”之称。作为
长江的旗舰物种，中华鲟的存续一定程度上
反映着长江的水生态环境状况。

中华鲟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海洋中度
过。摸清中华鲟海洋生活规律，对于中华鲟
自然种群的保护及恢复至关重要。由于中华
鲟海洋分布分散，范围广阔，其海洋生活史
研究一直是专业研究的难点。本次打上卫星
标记的中华鲟，是计划放流10000 尾中华鲟
当中精心挑选的“大块头”，其体长均超过
1.5米，重量均超过50公斤，年龄均在10岁
以上。

据中华鲟研究所工程师朱佳志介绍，这
种卫星标记利用自动熔断技术，会根据提前
设定好的时间自动脱落浮出水面，链接卫
星，通过卫星发回中华鲟洄游路径水温、盐
度及轨迹信息。科研人员据此获取中华鲟海
洋生活环境及近海活动方位，掌握中华鲟放
流群体的洄游运动规律，用以研究中华鲟的

海洋生活史。
据悉，2021年度中华鲟放流前标记工作

已于 3 月 17 日全面启动。除了“卫星身份
证”，这16尾“子二代”中华鲟还与其他待
放流的中华鲟一样，要佩戴常规的“身份
证”——声呐标、PIT 标和 T 型标，来帮助
科研人员获取更多数据，深化长江水生生物
和水生态研究。

“我们还采集了这16尾中华鲟的DNA样
品，这是中华鲟终生的遗传身份证，为科研
人员评估长期放流效果留存了必要的遗传样
本资源。”中华鲟研究所总工程师姜伟介绍
说，将中华鲟的海洋生活史研究作为中华鲟
自然种群保护的突破口之一，能够更好地帮
助科研人员了解中华鲟神秘的海洋分布范
围，评估其野外生存状态。这也体现了三峡
人践行长江大保护的责任与担当。

资料显示，自1984年首次放流中华鲟至
2020年，三峡集团已连续实施63次中华鲟放
流活动，累计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超过503万
尾，其中放流子二代中华鲟2.8万余尾，为补
充中华鲟种群资源，实现中华鲟可持续繁衍
生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

小 龙 虾 发 动 的 “ 病 菌 战 ”
□□ 陈奕铭

利用卫星身份证利用卫星身份证，，追寻国追寻国宝中华鲟的海洋宝中华鲟的海洋““足迹足迹””
□□ 唐东军唐东军

声呐标记：是在中华鲟体内置入声波发射装置，通过主动追踪或者沿江布设接
收器的方式接收声呐信号，从而获取鱼类洄游信息。

PIT标记：是一种置于鱼体内的芯片标记，可通过扫描仪识别芯片编码，芯片
编码即为中华鲟的内置“身份证号码”。

T型标记：是一种悬挂在背鳍上的体外标记，一种外置身份证，该标记上印有
编号、放流单位和联系电话，方便沿江群众发现放流中华鲟出现意外时，能及时联
系到科研人员进行救护。

卫星标记：是一种悬挂在背鳍上的数据采集器，可自动记录中华鲟活动范围、
洄游路径的水温、盐度及轨迹信息等多数据，通过卫星发回各种信息，实现中华鲟
的大范围追踪。

背景链接：

图为中华鲟
研究所科研人员
正在给中华鲟打
卫星标记

刘华 摄

近期，北方连遭多场严重的沙尘天
气，黄沙“任性”地闯入、回流和离去，
让不少小伙伴感叹：“吃土”的季节又到
了！今年的沙尘暴如此的任性和反复无
常，它们是否有迹可寻呢？今天，咱们就
借着卫星的“慧眼”来认识一下这个让北
京等十几个省市“吃土”的“网红”吧。

捕捉沙尘踪迹神器

沙尘暴在我国北方的春天里是并不少
见的天气现象。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
便，还会严重影响空气质量，造成环境污
染，对其监测和预警早已是气象部门重要
任务之一。目前，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
沙尘暴是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沙尘的源
头在哪里？移动到了哪里？它的强度、速
度、面积和危害有多大？它为什么跟台风
长得那么像？面对大众关注的问题，卫星
云图其实可以找出答案。

3月27日一早，卫星科技工作者在云图
影像上发现蒙古国出现沙尘天气，受东移蒙

古气旋影响，沙尘下午已蔓延到蒙古国南
部、我国内蒙古西部和中部偏北地区。连续
不断的动态监测云图显示出：沙尘区继续向
东南方向扩散，到下午三点时沙尘可视面积
约为39.8万平方公里。看着沙尘随着蒙古气
旋继续东移南下，再结合地面其他监测手段
和多年的预报经验，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专
家向公众发布了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河
北北部、北京市、天津市等地也将出现沙尘
天气的预报。经媒体一则“沙尘暴来势汹
汹！卫星监测沙尘可视面积已达39.8万平方
公里”的新闻，事件瞬间冲上热搜，而这天
距离3月15日那则新闻 “沙尘暴来了，卫
星可视的沙尘区面积约为 46.6 万平方公
里”，不过区区12天时间。

十几分钟出监测结果

卫星到底是怎样辨识黄沙的呢？
众所周知，沙尘中含有大量矿物质，

这些沙尘粒子会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及地
面和云层的长波辐射等并对地球造成影
响，这就使其有了自己的光谱特征。比对
沙尘暴光谱特征与其他物质光谱特征的差
异，通过卫星携带探测仪上不同的探测通
道数值的组合，辨别沙尘暴信息。在三通
道彩色合成卫星图像中，技术人员通过颜
色、色调、纹理和形状等特征识别出沙尘
暴区域及其面积。再通过多时次的动态图
像和遥感数据处理分析，就可以确定沙尘

暴的起源地、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影响
区域和未来推进方向及其有关的动态信息。

当然，卫星监测沙尘暴是否准确，受
云遮蔽、地面沙化和裸露、卫星监测频率
低这三个因素影响。

云遮蔽盖会导致沙尘暴的信息被屏蔽；
地面沙化和裸露则让沙尘信息的辨识难度增
加；卫星监测频率低会漏掉某些沙尘暴过程
或某次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前两个因素是客
观存在的，目前还缺少更好的手段规避，但
最后一个因素可以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
决。因为我国风云三号D星和风云四号A星
在太空业务运行分别可完成更高分辨率、更
高频次的观测，特别是风云四号气象卫星每
五分钟就能获得一次监测图像，对沙尘暴的
监测几乎达到准实时的标准，从光谱信息被
捕捉、传到地面后，再通过数据处理，形成
监测图像和处理数据，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
得出监测结果。

沙尘暴和台风不是亲“兄弟”

经常留意卫星云图的人会有个问题：这
沙尘暴形状怎么那么像台风，它俩是不是

“兄弟”呀？20 年前我曾也有过这样的疑
问，但今天我可以给出明确的回答：它俩还
真不是亲“兄弟”，但确实沾点亲带点故。
因为它俩同属气旋家族，对我国有影响的沙
尘暴属“蒙古气旋”，台风属“热带气旋”；
同属一个气象卫星“摄影师”；同是空气漩

涡和低压系统；都拥有看上去相似的漩涡形
状和旋转方向。

然而，它俩拥有更多的不同点。第
一，出生地不同。一北一南，前者通常出
生于北纬40°-50°蒙古中部和东部高原一
带。该地区的西部、西北部多高山，中部
和东部处于背风坡，特别利于气旋的生成
和发展。后者通常出生热带、副热带洋面，
水温高于26℃的广阔太平洋热带洋面以及南
海海域。第二，它们出生的时间不同，一个
春季多发，一个夏季多发。第三，两者结构
和维生手段不同。沙尘暴的后部（西侧）有
冷空气往下甩，遇暖空气北上时冷暖空气旋
转、交锋，常在东北或华北地区时达到最
强，维生的“套餐”通常有大风、沙尘、降
温甚至降水；台风为正压、无锋面的暖心系
统，主要依靠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和热量

“填饱肚子”来维持和发展，强烈时中心

（台风眼） 还会出现晴空区。第四，移动路
径不同，前者出生后往往向东（进入内蒙古
后经东北平原沿松花江下游继续东移）或向
东南（进入我国华北，入渤海再经朝鲜半岛
东去） 移动。后者出生后通常向西北方向
移动。第五，影响的区域不同。前者对我
国北方的天气影响很大，途径之处常常伴
随大风、降温和沙尘天气，也可能会出现
强对流降雨，如果很强大甚至会影响到南
方空气能见度。后者造成的云雨主要出现
在台风眼周围区域，通常对华南地区影响
较大，但夏末初秋的台风如果很强，也会
影响到北方，2019 年的利奇马就曾到达东
北显其余威。

显然，沙尘暴和台风最多也就是外表有
点相像的“亲戚”。

（作者系广东省气象卫星遥感中心正高级
工程师，广州科普联盟副理事长）

将2019年“南派利奇马”和本次“北派沙尘暴”卫星云图比较，不难看到，它们
具有鲜明特质的南派和北派“画风”：南派挥洒自如、北派刻画细腻；南派自由松散

“内含刚柔”，北派严密紧凑“外露筋骨”；南派大海背景蔚蓝深邃，北派底色沙丘纹理
清晰；南派似偏重写意，北派似雕刻技法。 图片由方萌提供

风云卫星：一双“慧眼”识沙尘
□□ 曹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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