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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飞絮时。满城飘

扬的杨柳飞絮是北方城市特有的

一道风景，不过它惹的祸也不少，

不仅让医院里过敏看诊病人增

多，也带来不少火灾隐患。面对

杨柳飞絮，我们的城市有什么应

对之策呢——

白河穿城而过，后蓄水成湖，成为集山、水、

林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公园。

北山公园地形多变，景观优美，是居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如今，我国城市
大都难逃小广告的侵
害。为彻底消灭小广
告，多年来，尽管相关

部门采取种种措施治理，却无法使其彻底消失，不
少小广告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视线中，成为城市管
理顽疾。

城市小广告缘何“久治不愈”？首先，小广告
上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市场。虽然不乏虚假宣传
甚至欺诈等违法信息，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与人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房屋租赁、招零工等，确实给
有需求的人提供了便利。其次，张贴或喷涂小广
告者活动时间、行踪不定，给抓获行动造成很大困
难，且贴小广告者大多是被雇用的老人、妇女或未
成年人，很难处罚。

笔者认为，要有效治理城市小广告，关键在于
换个角度看问题。打破一味“围追堵截”，善于疏
堵结合、打防并举。这就要求对小广告加强甄别
判断和执法检查，对于内容不健康和影响市容者
坚决查封取缔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对于那些确
实能够给公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广告，不妨多一
些人性化管理，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张贴区域等
方式，给它们留出一块合法的生存空间，使其发挥
服务群众的正面功能，既能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
又可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交易成本，也能够彰显
城市的包容精神。

（湖北 杨明生 胡元军）

今年初，青岛市市北区在对小餐饮、小
旅馆、养老机构实行安全生产集中检查时，
发现有些小餐馆的液化气瓶存在明显安全
隐患，但参与检查的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
局、环保局等多个部门，不是没有执法权就
是监管对象不符，始终无法明确液化气瓶
该归谁管。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城镇燃
气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法、国家质检总
局气瓶安全检查规定等确实没有对民用燃
气瓶使用的日常监管和查处作出明晰的分
工规定。在实际工作中，依据现有法律法
规，各职能部门只对燃气企业或非法经营、
充装燃气的企业和个人拥有执法权，对小
餐饮和居民不规范用气行为没有明确的规
定，也就是说各部门的监管工作没有延伸
至气体使用这一环节。如此一来，小餐馆

液化气瓶的管理就形成了“真空”地带。
管理部门众多却管不了一个小小的液

化气瓶。究其原因，是缺乏权责明晰的标
准化管理体系，造成了谁都能管，谁都不愿
管的局面。

怎么办？首先是解决谁来管的问题。
市北区依据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原则和相关
通知要求，结合区情实际，把“气”和

“瓶”的管理权明确分开。市北区综合执
法局对应青岛市城管执法局的无证经营燃
气、无证安装灶具两项职权，因而将燃气
使用的日常安全监管划分给综合执法局，
包含对擅自经营燃气、未按规定对燃气设
施、燃气燃烧器具检查等行为上报或查
处。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应青岛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因而将针对燃气气瓶的日
常安全监管划分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包含

对违法充装燃气瓶、使用不合格气瓶等行
为上报或查处。

“谁来管”明确了，还要解决“管到哪”的
问题。结合“气”“瓶”分开原则，市北区综合
执法局将监管职能延伸至在不具备安全条
件的地方储存、使用瓶装燃气等行为；市场
监督管理局将监管职能延伸至使用过期报
废气瓶、私自拆修瓶阀附件等行为，彻底解
决燃气使用管理的末端问题，分工明确，责
任清晰。与此同时，市北区还将审批监管行
业主管和属地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充分发挥
街道属地网格化管理常态化、细节化的优
势，将液化气的安全管理纳入网格员日常巡
查内容，一旦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相关问题，
就及时通过网格化管理平台向相关部门推
送信息，形成完整的联动机制。

简单来说，市北区综合执法局负责监

管燃气的两端，即燃气的经营、燃气设施使
用、燃烧器具安全等。比如，在就餐区使用
瓶装燃气直接加热食品就属于此类；市场
监督管理局负责气瓶的充装经营、气瓶的
合法安全等，比如使用过期或报废的气瓶；
街道网格员负责协助做好协查工作，对违
规违法行为及时向相关部门报送。

为保证各项规定的落实，市北区还出
台了《市北区小餐饮、小旅馆、养老机构事
中事后监管办法（试行）》，其中仅燃气消防
安全监管就包括 5 条 20 余项，涉及燃气经
营、充装、使用、气瓶、燃烧器具安全等各个
方面，职责理清、责任落地，领了责任的部
门若不管就要受罚。《办法》的出台进一步
转变了青岛市北区小餐饮、小旅馆、养老机
构的监管理念，创新了监管方式，构建起权
责明确、透明高效的标准化管理新模式。

借山水优势造园林城市
河北赤城县生态资源丰富，是北京重要的水

源地之一。近年来，赤城县结合城市发展定位，按
照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绿化理念，充分利用山水
自然资源，打造以林泉水为特色的生态宜居环境，
逐步形成生态健全、环境优美、布局合理的城市园
林体系。 申贵飞摄影报道

整治小广告不妨疏堵结合

民 用 液 化 气 瓶 该 谁 管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王校先

每年春季，杨柳飞絮都会如期而至，纷
纷扬扬，漫天飞舞，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不少
烦恼。

满城飞絮恼人

家住北京虎坊桥的孙女士，这几天脖
颈、手臂生出不少小红点，痒得难受。医院
皮肤科大夫告诉她是飞絮过敏，建议她少
出门。

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森林经营
处处长蒋三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产生
飞絮的是杨柳雌树。北京市的杨絮一般在
4月上中旬左右发生，柳絮一般在 4月底至
5 月初发生，都会持续两周左右。飞絮是
杨柳种子的衍生物，属于杨柳繁衍的自然
现象，但在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就会对人们
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杨柳飞絮主要发生在北京等北方地
区，危害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危害市
民身体健康。飞絮容易飞入市民眼睛、鼻
孔，导致过敏人群皮肤过敏，加重哮喘、慢
性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二是影响交通
安全和公共安全。飞絮经常堵塞汽车水箱
散热片导致开锅熄火，也会遮挡行人和车
辆视线。飞絮接触明火极易引发火灾。杨
柳飞絮正值北方旱季，火险等级高，假如用
火控制不当，很容易酿成火灾。三是飞絮
会妨碍生产设备运转，影响精密仪器测量
准确性，干扰工业生产和科研活动。

“一些敏感人群在春季除了对杨柳絮
过敏以外，其实对花粉也会过敏，可能是综
合反应，但花粉不像杨柳飞絮那么显眼，故
而人们就把很多过敏反应都归罪于杨柳
絮。”蒋三乃说。

不宜一砍了之

北京等北方城市的杨柳树主要集中种
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绿化尚处于
起步阶段，经费投入有限，可选择的树种相
对较少。杨柳适应性强，易于繁殖成活，生
长速度快，养护成本较低，成为北方城市绿
化的主力树种，为增加城市绿量、改善生态
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据北京市园林绿化
部门普查，北京建成区有 200 万株杨柳树
雌株，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 3700 万株的
5.4%。如今，这些杨柳树都已进入成熟
期，因而飞絮量较大。

有网友建议干脆把产生飞絮的杨柳雌
株都砍掉。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
告诉记者，杨柳树的生态贡献远远大于飞
絮危害，治理杨柳飞絮千万不能一砍了
之。目前北京等北方城市杨柳树品种数量
很多，且大都已经形成大树，如果大量伐除
这些树木，会导致城市环境质量急剧恶
化。杨树和柳树因具有品种丰富、生态适

应性广、抗逆性及生命力强、生长速度快、
繁殖容易、树体高大、树形优美、遮阴效果
好等诸多优点，广泛应用于城市绿化、农田
防护林建设、四旁绿化、道路及河岸绿化
等。除了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杨柳树还
具有释氧固碳、降温增湿、减菌杀菌、吸收
有毒有害物质等显著的生态功能。杨树和
柳树具有显著的抗大气污染的能力，对二
氧化硫、氯气、氟化氢等有害气体、颗粒物
及重金属的抗性和吸收吸附能力极强，是
城市园林绿化的优良抗污树种，在抗大气
污染的某些能力方面优于国槐和侧柏。一
株胸径 20 厘米的杨树，一年可以吸收二氧
化碳 172 公斤，释放氧气 125 公斤，滞尘 16
公斤。一株胸径 20 厘米的柳树，一年可以
吸收二氧化碳 281 公斤，释放氧气 204 公
斤，滞尘 36公斤。

对于网络上一些市民将杨柳换成法国
梧桐、银杏等树种的建议，专家答复，法国
梧桐学名悬铃木，果实飞毛也易使敏感人
群出现过敏；银杏发芽晚、落叶早，绿期较
短，生态效果远不及杨柳。而且，杨柳树相
对于这两种树则更为“皮实”，长势也更
好。任何事物没有十全十美，树也一样。
专家呼吁广大市民对杨柳树要多一些包容
和理解。

根治需要耐心

公众对杨柳絮的抱怨声一直存在，为
何这么多年都没治理好呢？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处长杨
志华表示，近年来北京市园林绿化管理部
门高度重视杨柳飞絮问题，通过开展专项
攻关与示范研究，努力探寻杨柳飞絮治理
最佳解决方案。主要研究和应用以下几种
方法：

一是更新杨柳雌株。对现有林分改造
更新，淘汰杨柳雌株，种植杨柳雄株或其他
乡土树种。这是治理杨柳飞絮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但目前北京市现有杨柳雌株
数量十分庞大，更换树种不仅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配套较大数量
采伐限额，因而尚未大面积铺开。

二是注射花芽抑制剂。通过树干注射

花芽抑制剂，抑制花芽分化和花序形成，控
制飞絮产生。这种方法需要每年重复实
施，成本高，且易造成杨树烂皮病。截至目
前，只在丰台、石景山、海淀、朝阳、顺义、昌
平等重点部位和重点地区应用推广。

三是疏除杨树雌花。喷洒生物药剂，
促进杨树雌花提早脱落，控制飞絮产生。
这种方法对施药时间和施药技术要求较
严：施药过早降低防治效果，施药过晚产生
药害，严重时甚至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因
而，这种方法并未大面积应用。

四是柳树高位嫁接。截除柳树雌株树
冠，高位嫁接雄株接穗，控制飞絮产生。这
种方法对嫁接技术要求较高，且嫁接后养
护成本高，实际只在小范围作了试验。

“总体来看，注射花芽抑制剂、疏除杨
树雌花序、柳树高位嫁接等技术方法在实
际推广应用过程中，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
存在成本高、实施难度大、危害树木正常生
长等问题。特别是北京等地区现有杨柳雌
株基数大，在短时期内完成杨柳雌株改造，
取得明显治理效果的难度较大，需要多措
并举，长短结合，逐步减少。现在北京城区
甚至郊区，都已经不是缺绿的问题了，而是
怎么样让绿化搭配得更好的问题。应该保
持生态系统以及树种配置的多样性，这是
解决杨柳絮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蒋
三乃说。

据了解，早在 2015 年 2 月份，全国绿
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就已下发《关于做好
杨柳飞絮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推进新
型城镇化、新建城镇绿地过程中，科学配置
造林树种和绿化模式，营造以适生乡土长
寿树种为主的混交林，丰富生物多样性和
树种多样性，从源头上避免单一树种造林
引起的杨柳飞絮等危害；结合退化防护林
改造工作，加大现有林分更新改造力度，降
低杨柳等速生树种比例，增加适生乡土长
寿树种比例，调整优化现有林分结构，缩小
杨柳树纯林面积，扩大混交林面积；加强城
市绿化隔离带建设，在城区外围营建缓冲
防护林带，减少杨柳飞絮对城区的污染；加
强杨柳树遗传改良和新品种选育，选育既
速生又无飞絮、适合城镇绿化的杨柳树优
良新品种，应用于城镇绿化；对单一由杨柳
树组成的城区绿地要实行改造，在地面上
种植灌木和草本，形成乔灌草立体复合结
构吸附飞絮，并配合开花季节高压水枪冲
洗、修枝剪条等人工措施，控制飞絮形成；
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少量采取注射
花芽抑制剂、疏除杨树雌花序等应急技术
措施，快速处理杨柳飞絮。

北京市计划通过修剪树冠、化学抑花
等方式“治标”，通过源头控制、逐步更换、
疏伐过密林地等方式“治本”，力争到 2020
年，基本治理杨柳飞絮，实现有絮不成灾。

在短短的两天内，北京就有 300 多起火情与飞絮有关——

满城飞絮，我该拿你怎么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杨柳树是杨柳科杨属与柳属植物的统
称。中国是杨树和柳树的起源中心，原产
于中国的杨树有53种，占世界杨树种类的
50%以上。原产于中国的柳树有257种，占
世界柳树种类的50%左右。杨树和柳树是
我国最主要的乡土树种，具有悠久的栽培
和应用历史。

杨树和柳树为雌雄异株植物，分为雌
株与雄株。雌株上的花序是由若干朵小花
组成穗状的葇荑花序，每一朵小花发育后
长成一个小蒴果。小蒴果里面包被着白色

絮状的绒毛，在绒毛中间藏着一些像芝麻
粒大小的由胚囊发育而成的种子。随着小
蒴果及种子不断发育成熟，小蒴果逐渐裂
开，那些白色絮状的绒毛便携带着种子漫
天随风飞散，以传播繁衍下一代，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所说的杨柳飞絮。

杨柳飞絮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
种自然现象，是植物种子传播和繁衍后代
的一种自然进化方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和周期性。短期、轻微少量的飞絮对生产
生活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杨 柳 缘 何 起 飞 絮

上图上图 漫天飞絮带来不少安漫天飞絮带来不少安

全隐患和生活不便全隐患和生活不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俊毅黄俊毅摄摄

经过小流域治理、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综

合措施，汤泉河两岸已形成滨水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