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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漂亮了！”在祁连山下的甘肃省金
昌市永昌县新城子镇通信堡村的“七彩花
谷”，白的萝卜花、蓝的胡麻花、黄的茼蒿
花、粉的波斯菊、红的虞美人，以及一望无
际的油菜花海，与空旷的戈壁、苍凉的山脉
相映成趣。从深圳和成都两地相约来这里
赏花的瞿氏姐妹徜徉其间，连连称赞。

“其实七彩花谷原来就是一个制种基
地。”新城子镇党委副书记郭如鑫告诉记
者，这个基地由永昌永禾农牧农民专业合
作社与青岛胶研种苗研究所合作，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通过
土地流转连片种植茼蒿、香菜、萝卜等制种
蔬菜和波斯菊、金盏菊、虞美人等食药花卉
2700亩，每亩纯利润能达到七八百元。

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段、祁连山北麓
的戈壁城市金昌，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工
业城市，有中国“镍都”之称。“和全国许多
资源型城市一样，近年来，金昌市的发展急
需转型。”金昌市委书记吴明明说。

金昌将转型的突破口选在了“花样产
业”上，通过发展香草花卉生态休闲旅游
业，拉动经济发展。金昌利用地处戈壁边
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空气干燥、适合
种植多种花卉香草的优势，在城区引进种
植薰衣草、马鞭草等紫色花卉，在乡村主干
道沿线种植琉璃苣、万寿菊、油菜花等观花
经济作物，构建花卉选育扩繁和种质资源
研究保护开发、花卉试验推广展示、花卉种
植生产加工、花文化传播“四大平台”，丰富
拓展美丽、芳香、甜蜜、色彩“四大产业”。

永昌县新城子镇正是看中了通信堡村
制种蔬菜五彩斑斓的观赏优势，将其打造

成“七彩花谷”，并建设七彩蝴蝶乐园，还利
用村内原小学闲置校舍改建成“边洼里”民
俗馆、民俗客栈、特色农家乐、配套观景台、
木栈道、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引导合作社、
种植大户在公路沿线集中种植杂交油菜
2.6 万亩，并设计种植“大地文化”图案，配
套建设观光道路、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

“虽然刚起步，但已有不少游客慕名
而来，旺季每个月能达到 2 万多人，农民
还将自产的酸奶、蘑菇等农产品拿出来销
售。”郭如鑫说，河西地区特有的牦牛

肉、羊肉、蘑菇面片等特色饮食很受游客
的喜爱。民俗馆里陈列的芨芨草、老式桌
椅板凳、火炕等物品让游客了解到农村的
风土人情，感受到了农村纯朴、自然的
气息。

在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村，由
农民刘怀忠联合 100多户农民在公路沿线
种植的 1100 亩万寿菊，不但每亩有 3500
多元的收入，还为居民提供了观赏花卉、休
闲娱乐的去处。

吴明明说，通过倾力打造姹紫嫣红的

镍都花城，金昌正向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
绿城和旅游新城迈进。金昌以花为“媒”，
大力发展花卉观赏、婚庆度假、休闲养生、
现代农业等产业，已连续举办了两届香草
美食文化旅游节。今年 6 月到 9 月，“汉唐
风”“罗马风”“花季系”“森林系”为主题的
4 场集体婚礼陆续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新
人在花海中定终身。据当地统计的数据显
示，去年，金昌的旅游接待人数达到 278 万
人次，同比增长 2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49亿元。

甘肃金昌将制种基地变成以花海为主题的旅游胜地：

戈 壁 披 上 七 彩 霓 裳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里约奥运会虽然已落下帷幕，但开
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领取的 11000 粒珍
稀树木种子，将被种植在里约德奥多罗
赛区的一处公园里，长成“运动员森
林”，成为这个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也
是里约奥运会保护生态环境、守护珍稀
植物的永久纪念。

8 月 19 日，在与里约相距万里的中
国黑龙江省七台河林海深处，一棵棵黄
菠萝树在蓝天、艳阳的映衬下，更显郁
郁葱葱。黄菠萝树皮可入药，木材耐腐
蚀，因多年来持续的过量采伐而成为日
渐枯竭的珍稀树种。目前，黄菠萝树已
被我国明令禁伐。

野生植物境况堪忧

“ 黄 菠 萝 树 、 东 北 红 豆 杉 、 红 松 、
水曲柳、胡桃楸，是黑龙江省森工林区
的珍稀树种。历史上的过度采伐，已经
造成了这些珍贵树种数量逐年减少。为
保 护 宝 贵 的 野 生 植 物 资 源 ， 我 们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黑龙江省森工林
区全面叫停黄菠萝树、天然红松、东北
红豆杉等珍稀树种的采伐。”黑龙江省
森林工业总局党委书记李坤说。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加强珍稀树种保
护力度，是我国近年来强化珍稀野生植
物保护的一个缩影。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地形复杂多
样，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植物物种都能在
中华大地上生长。国家林业局数据显
示，我国有高等植物 30000 余种，居世
界第三位，其中近 18000 种为我国所特
有。“我国是世界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
中心之一，本土野生植物具有物种丰富
度高、特有种属多、区系起源古老、栽
培植物种质资源丰富等特点，在全球植
物多样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
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
管理司司长张希武说。

野生植物保存着丰富的遗传资源和
基因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有 80%的中成药和大部分保健
品原料来自野生植物，全世界约有 30 亿
人口使用的医药产品来源于野生植物。
然而，数十年来，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
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野生植物生存
环境日益恶化，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使许
多野生植物资源日渐枯竭。

“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科学调查所积
累的大量资料初步统计，目前我国生存
受到威胁的野生植物估计超过 4000 种，
其中约 1000 多种处于濒危状态，受威胁
的种类占全部种类的 15%至 20%。”张希
武说。

重点保护卓有成效

在黑龙江穆棱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一棵高大的红豆杉直插云
天，在林海中显得格外突出。保护区工
作人员说，这棵红豆杉已在这里默默地
生长了 800 多年。

穆棱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长白山脉东北端、小兴安岭南麓，总
面积 3.56 万公顷。保护区内有 18 万株
红豆杉，胸径超过 15 厘米的超过 1000
株，天然幼苗则超过 10 万株。这里是迄
今我国在东北林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
存最完好的一块野生东北红豆杉集中分
布区，极具稀有性、典型性和自然性。

2001 年，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
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正式启动，穆棱东北
红 豆 杉 幸 运 地 乘 上 了 “ 快 车 ”： 2003
年，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开始筹建穆
棱红豆杉保护区；2004 年 7 月，国家林
业局批准其为部级自然保护区；2006 年
4 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立
省级自然保护区；2009 年 9 月，国务院
批准这里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穆棱东北
红豆杉原生栖息地管护更为严格：核心
区禁止有人为活动，缓冲区禁止有任何
生产经营活动，实验区限制人为活动。

长期以来，国家采取了各种积极有
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对野生植物及其生
境的保护。特别是 2001 年实施的“全
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极大地强化了对野生植物资源的
保护力度。据张希武介绍，15 年来，国
家林业局重点开展了苏铁、兰科植物、
东北地区珍稀野生植物、西南地区高原
珍稀植物、西北地区珍稀沙生植物、三

峡库区珍稀植物等 6 大类珍稀濒危、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工作。通过建立
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加强野生植物原
生地保护、监测、修复和改造，有效地
保护了 65％的高等植物群落。

目前，我国已对东北、西北、西南地
区受威胁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群近 200
个保护点，实施了迁地保护。全国已建
成 400 多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育基地
和植物园，基本完成了苏铁科、棕榈科、
兰科和木兰科等植物的收集与保存。针
对德保苏铁、广西火桐、云南蓝果树、杏
黄兜兰、华盖木、西畴青冈等濒危物种，
国家林业局开展了野外回归工作，并在
珍稀濒危植物传粉机制研究及野外重引
入试验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野生植物及其生境的保护已
初步形成以就地保护和种源保存培育为
龙头的保护格局。”张希武说。

诸多瓶颈仍待突破

虽然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珍稀
野生植物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保护工作
成效卓著，但张希武坦言：随着人口的
持续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与资
源、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突
出，一些地方仍然没有很好地处理经济
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
关系。跨行业、多领域过度利用野生植
物资源，侵占、破坏野生植物栖息地的
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一些利益驱使下
的乱采滥挖现象屡禁不止，濒危物种的
种群恢复进展缓慢，部分物种种群减少
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最困扰珍稀野生植物保护工作者的
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健全。现行的 《野生
植 物 保 护 条 例》 是 1997 年 1 月 1 日 实

施，其配套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 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1999 年开始实
施的，距今已长达十几年。不少物种的
野生资源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难以达
到切实有效保护濒危野生植物的效果。

“比如野外资源受冲击最大的兰科
植物，由于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难以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再比
如，《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规定‘原生
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
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
值的濒危、稀有植物’受保护，但是在
执行工作中，除了在采集环节可以确定
是‘原生地天然生长’的，单从植物本
身是难与非原生地或者与人工栽培进行
区分，这大大增加了执法难度。”张希
武颇为感慨地说。

另外还有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近
年来，国家对于野生植物保护的投入不
断加大，但是由于历史欠账严重，珍稀
野生植物保护设施仍然薄弱。管理人员
数量不足、管护能力欠缺，严重影响了
保护效果。“资金的缺乏，限制了对濒
危野生植物的研究和监测，无法掌握导
致其濒危的原因，直接影响了拯救、繁
育的策略、方案和技术，难以实施野外
回归工作。加之许多物种需要长期甚至
几十年的监测、研究，缺乏资金也难以
维持这项工作。”张希武说。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健全法规体
系、增加资金投入外，科学合理的产业
开发也是必不可少的。据了解，我国有
10000 多种野生植物具有观赏、材用和
药用价值，目前问题在于产业化、规模
化不足，技术含量低，社会认知度差。
基层野生植物保护工作者呼吁国家尽快
出台各种鼓励性政策。

（（题图为黑龙江省森工林区的题图为黑龙江省森工林区的红松红松。）。）

目前我国生存受到威胁的野生植物有4000多种，占全部种类的15%至20%——

守护野生植物基因多样性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河北秦皇岛：雏鸟出巢戏海

一群白鹭雏鸟正在秦皇岛市海边湿地觅食嬉

戏。近日，成群的白鹭雏鸟开始离开巢穴飞到秦皇

岛海边湿地觅食。据了解，该市近年来不断加大沿

海湿地保护力度，每年约有 400 多种、上千万只候鸟

南北迁徙经过这里。 杨世尧摄 （新华社发）

莫让地膜成“地魔”
乔金亮

“大棚像海洋、地膜覆盖

广”，地膜在我国得到大面积

应用，成为继种子、农药、化

肥之后的第四大农资。因具

有增温保墒、抗旱节水、提高

肥力、抑制杂草等作用，已成为我国农业增产的重要

支撑。而如今，被誉为“白色革命”的地膜却因不能

降解而残留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饱受诟病。

据统计，每年可回收的农膜只有一半，有 100 万

吨的地膜留在了地里。仅冬种瓜菜期间，海南省农

业地膜消耗量就超万吨，相当于该省每年一次性塑

料包装袋消耗量的一半。多年下来，未被捡拾的地

膜残留在土地里，导致土壤板结。

如今，政府部门和农民都认识到了地膜残留的

危害。一些地方规定，农产品生产者应当及时清除、

回收农用薄膜及其他农业投入品包装物。然而，现

实却不容乐观。“知道这样对地不好，但废旧地膜卖

不了几个钱，捡拾起来很麻烦，还不够雇人工的费

用。”一些农户的话很实在。

笔者认为，地膜回收千难万难，但市场化机制建

立后却也不难。要让地膜使用、回收、加工利用成为

一条产业链，做到来有标准、去有消纳途径，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残留问题。

首先要统一地膜标准。现行的地膜国家标准是

0.008 毫米，但允许上下浮动 0.003 毫米，而为了降低

成本，企业生产和农民使用最多的是 0.005 毫米的薄

膜。这种膜薄易碎，一旦用后在土中呈破碎状态，回

收基本不可能。据测算，如果地膜厚度增加到 0.01

毫米以上，便于农膜回收机操作，会大大增加回收率。

其次要创新办法。办法之一是开展以旧换新，

补贴农民。甘肃省榆中县就采取这种做法：省市县

三级财政补贴地膜使用，在旱地每亩田使用 12 斤地

膜，约 70 元钱，财政补贴六成多，农民只出 25 元，这

种补贴地膜被称为“指标膜”。第二年，以 2∶1 的比

例以回收旧膜换新膜购买指标，以 12 斤新膜为例，

需要农民以 24 斤旧膜和 25 元换购。这提高了农民

回收旧膜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使用厚膜的成本。

办法之二是扶持回收企业发展，补贴企业。用

膜大省可根据各地地膜使用情况，在各乡镇建立废

旧地膜回收站，方便农民交售，由回收企业以一定费

用回收拉走，企业承担运输费用。关键是扶持建立

一批地膜回收加工企业，带动周边农户，形成农户捡

拾、网点回收、企业加工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降解地膜的使用会让问

题不复存在，但其价格是普通地膜的 2 倍至 3 倍。因

为可降解，保质期短，地膜如果当年销售不出去，第

二年就无法使用了，又影响了推广。其实，对于新产

品而言，上市初期的价格总是高的，而一旦市场打

开，规模化量产后成本会快速下降，加之更多企业加

入竞争，价格自然会下降。

因此，使用可降解地膜是大势所趋，要加快开发

和支持力度，但毕竟还需要很长的时日。在此期间，

残膜回收的前景依然广阔。如果能借助初期财政补

贴的撬动，发挥市场的作用，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

就有望得到解决。

祁连山下的

甘肃永昌新城子

镇通信堡村的茼

蒿制种蔬菜花开

正艳，引得不少

游客前来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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