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钊良 通讯员杨纯财）在近
日于福建漳州举办的中国蘑菇节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玉对《科学时报》表示，作为“中国菇
都”，漳州要加强菇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作为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 2007年起，中国蘑菇节已连续在漳州
举办 4届，成为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性食
用菌行业盛会。
“我国每年产生大量农村废弃物，只需将其

中的百分之几用于食用菌生产，就可获得至少

几千万吨食用菌。”李玉说。
漳州的食用菌生产已发展为上下游企业齐

全、规模化、工厂化、产业化生产经营的产业集
群。2010年，漳州食用菌产业（包括种植、加工、
机械、包装、原辅材料等）总产值达到 60亿元。其
中食用菌鲜品及其加工品总产量皆占全国的
20%，出口量占全国的 40%。白背木耳、双孢蘑菇
及其罐头制品出口量占全国的 90%和 80%。工厂
化栽培杏鲍菇产量 5.4万吨，占全国的 1/3。

在此次蘑菇节上，李玉认为：“在我国从‘食

用菌大国’走向‘食用菌强国’的路上，漳州将会
继续担当食用菌产业领跑者的角色。”

对于漳州在发展中存在的规模化程度低的
问题，李玉认为，标准化、规范化是食用菌产业
发展的必经过程。“漳州食用菌要进一步取得较
大的突破，就要对产业进行规划，从产业集群的
高度来培育出部分龙头企业，制定行业准则，提
高准入门槛，规范行业生产方式。”

据悉，本届蘑菇节共有 1000 多名客商参
加，现场签约 7个项目，成交金额 8.9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辛 实习生陆洋）近日，中美
绿色伙伴合作计划（湿地研究）第五次工作会议
在上海举行，中美专家就开展湿地研究合作进
行了研讨。

据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保护处处
长王隆富介绍，我国湿地面积约为 3848万公顷
（包括稻田和人工湿地），占国土面积的 3.77%，
远低于世界 6%的平均水平。更严峻的是，目前
我国湿地正面临面积减少、污染严重、功能退化
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多种威胁。

因此，王隆富强调，应对湿地生态危机、恢
复湿地生态安全，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
重大课题。

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湿地研究）源于
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杜兰大学签署的
《中美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向书》，是中美战
略经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该计划中方牵头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陆健健介绍，目前中美双方在湿地的定义、湿
地物种的扩散理论和湿地生态修复方面的研

究已达成一些共识。例如，中美学者共同为修复
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目
标。其中，对于自然湿地的保护，学者们提出
应维持自然状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工
湿地，则提出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等措施，提
升以提高和改善人类生存质量为目标的生态
服务价值。

据悉，今后中美双方将围绕湿地碳循环规
律和模式、城市湿地功能与机理、湿地生态检测
和评估新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

“中国菇都”须加强产业标准化

我国湿地面临多种威胁

扎根溶岩 挥斥方遒
———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纪略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晨绯 本报记者 郑千里

在喀斯特峰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大小石
块仿佛天降，九折十八道弯的崎岖山道让人心
惊胆战，但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简称亚热
带所）广西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简
称环江站）的研究人员风尘仆仆，每天都在这样
的山路上奔波……

国家和地方需求的驱动

“曾副县长叫曾馥平，我们喊他‘真扶贫’。”
在环江县肯福异地科技扶贫示范区，村民们簇
拥着前来考察的曾馥平说。

1994年，曾馥平等研究人员被中科院选派
到广西，参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肯福异地科技
扶贫。在亚热带所、广西区科技厅、扶贫办和环
江县政府的共同运作下，肯福示范区的异地开
发非常成功。
“但在中国的喀斯特地区，可以异地安置的

土地十分有限，生态移民是补充措施，不能解决
根本问题。”亚热带所所长王克林说。他是当年
肯福模式的主导者之一。

2000年 4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宜瑜
到环江考察，给予了很高评价后提出：中科院的
扶贫不能只是打个井、修个桥，需要探求区域可
持续扶贫模式、生态环境效应与长效机制，以及
可否在区域尺度推广。陈宜瑜提出能否考虑建
立一个喀斯特生态站。
环江县领导大力支持，组织各乡镇推荐研

究点。曾馥平跑遍了所有推荐点，向研究所递交
了六条建议。王克林旋即组织了几批专家赴桂
考察，选定了大才乡同进村木连屯。环江县政府
无偿划出了 2000亩科研用地，并且拨出 150万
元的财政支持。
参与建站的苏以荣研究员仍记得当年和同

事一起，拉地下光缆拉到肩上破皮的事情。天气
炎热，植物疯长，科学家们带点干粮就往草丛里
钻，一下雨就全身湿透。
开辟出砂石路，建好科研用房，亚热带所的

科研人员在环江安下了“家”。
2005年 7月 13日，时任中科院常务副院

长白春礼来广西视察，专程前往初具雏形的环
江站。
“你们的最大特色就是国家需求驱动，应该

积极争取国家野外科技平台的支持。”白春礼一
句话解开了王克林的心中结。
受到鼓舞的王克林组织环江站相关人员，

夜以继日将申报材料赶了出来，搭上了申报国
家站的末班车。同年 8月 29日，环江站正式通
过科技部组织的答辩，成为国家台站。
就这样，亚热带所从扶贫任务开始，在国家

需求、项目支撑和地方支持这“三足”鼎立下，搭
建了我国第一个喀斯特生态研究的国家野外观
测研究平台。

“走为上计”到“无中生有”

2001 年 10 月，带着“十五”科技扶贫示范
项目，亚热带所的研究人员来到古周毛南族聚
居屯，开始实施石漠化治理和石山生态恢复重
建实验。
曾馥平作为环江站常务副站长，前往古周

探访百姓。淳朴的毛南族百姓把窗户压开一条
小缝，瞅动物似的看着曾馥平，“我召集他们开
会，走了好长一段路，淋了一身皆湿，等了一个
多小时也没人来”。
面对满目都是黑压压的石头，岩窝窝里孤

伶伶几株朝不保夕的玉米，科学家们意识到这
种加剧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必须切断。
科研人员悉心指导，古周农民种上了从未

见过的土豆。
“我们考察发现，农民若是种牧草养牛，一

年可增加 2000元收入，于是就开始研究牧草的
种植，引进以耐旱涝的桂牧 1号为主体，配合木
本饲料任豆、木豆树等灌木的种植方式。”王克
林设想：能否将西南喀斯特地区从种植业为主
的玉米种植带，变成农牧耦合的草食畜牧业为
主体的发展模式？
该模式推广开，一户种 1亩草能养两头牛，

年收入很快从 500多元提到 4000元。而多年生
的桂牧 1号，减少土壤扰动，不仅能保持水土还
能使农民致富。
古周经济生态实现双赢，不但脱贫致富，还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种草养畜，建了沼气
池，保护了薪炭林和水源林。

2009年 11月 28日，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
詹文龙到古周考察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古周从全屯只有 3 头牛，发展到现在每

户平均 5头牛。”现在还是环江县委常委的曾
馥平说。

扶了地方的贫，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很多专家认为喀斯特洼地有累积效应，肥
力应该比坡地高。但当地农民却放弃山下的洼
地跑到山上种玉米，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了不一
样的结论。”曾馥平说。
王克林领导的课题组进行长期观测和实

验，发现：土壤和营养物质竟然也是以垂直渗漏
为主体的方式漏失。据此判断，喀斯特地区的石
漠化治理和土壤侵蚀防治，不能简单沿用红黄
壤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顺坡侵蚀的防治
措施，必须寻求与地质背景和土壤侵蚀过程相
适应的特有的防侵蚀过程防治体系。
课题组开展坡耕地适应性景观生态设计，

不再种植玉米，改为构建木本饲料植物群落，种
植优质牧草，大力发展肉牛圈养，草食畜牧业成

为农民新增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促进了沼气
的普及与有机质还田，有效保护了薪炭林与水
源林。草食畜牧业成为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恢
复的高值替代产业。
“在改善山区生态问题的同时，扶了别人的

贫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王克林说。
研究人员自身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喀

斯特生态研究成了研究所新的学科发展空间。
环江站的研究经费也从最初每年 20万元，达到
现在每年的 700多万元，2010年争取到 7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从政治任务到应用研究，再到社会需求问

题深化的应用基础探索，这是野外站可持续能
力的体现。”王克林深有体会。

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使亚热带所和环江
县政府关系很“铁”。由于环江县有这样一块特
殊的人才小高地，先后拿到了国家石漠化综合
治理示范工程、坡耕地整治示范工程等。
目前，环江站又接到一个新任务：喀斯特地

区碳固持的试验示范。作为中国独特国情下的
喀斯特生态研究，王克林认为：不要期望西方科
学家，回答喀斯特地区的生态恢复道路和技术
体系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

“下雨赶紧往外跑”

古周的石头山，一脚踩上去石头就哗哗往下
滚动，野外工作艰巨且充满危险。

“崴脚、划伤、马蜂蜇这都不稀奇。”和本报
记者一起爬山调查植物分布情况的聂云鹏说。
他的小臂上还依稀可见划伤的疤痕。

2011年博士毕业后的聂云鹏留所工作，研究
喀斯特峰从洼地植物水分来源及其适应性。他早
年第一次到环江做实验，带着镰刀一边开路一边
上山，开心地把标记写成了“哈哈”两个字。
在环江站这几年，聂云鹏和女友的交流也

是爬了哪座山头。从事植物水分适应性的研究，
需要采集新鲜的雨水，所以女友嗔怪他：人家下
雨都是赶紧往屋里跑，就你赶紧往外跑。
“山上很安静，适合思考，又能看到很多科

学现象。”聂云鹏甚至已不太习惯城市里喧闹的
车水马龙。

简讯

晋京签署区域合作协议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政府和山西省政府在
京签署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将在经济文化等多
个方面开展合作，提高两省市的互促互动和互
补共赢。
近年来，北京市在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化大

都市中取得显著成绩，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煤炭资源大省和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
试验区，山西省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推动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创造了好的经验。
山西与北京在基础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发

展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经济互补性很强，双方合
作前景和合作领域广阔。而此次签署的合作协
议涉及能源、新兴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产
业、城市建设管理和科技教育人才等六个方面。

（程春生）

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在湘落幕

本报讯 为期一周的 2011 中国中部（湖南）
国际农业博览会于近日落幕，约 2000 家企业携
10 万余品种参展，创下 152亿元的交易总额。
隆平高科、江西汪氏蜂蜜、湖南粮食集团等

30 多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亮相此次
农博会。
记者在农博会现场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亲自在隆平高科的展位前向观展者推荐
“发芽糙米”新产品。据悉，该产品以杂交稻红、
紫稻为主要原料，采用具自主知识产权的稻谷
发芽生产新工艺和现代加工设备生产而成，除
热量外还保存了稻米中绝大部分营养成分。袁
隆平还表示，现代饮食讲究的不光是要“吃饱”，
还要“好吃”和“吃好”。 （成舸）

粤鄂合办微生物基础与应用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2011年粤鄂微生物基础与应
用学术研讨会暨纪念简浩然先生诞辰 100周年
大会在广州召开。该会议由广东省微生物学会、
湖北省暨武汉市微生物学会主办，来自两省的
150余名代表参会。
会议主题为“微生物与幸福生活”，共收集

180 多篇论文和摘要。与会专家就宏基因组学
与微生物酶的挖掘、工业微生物基础研究与应
用、微生物与人口健康、微生物与人畜共患病等
九个领域进行研讨。
大会还举行了简浩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

动。简浩然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和环境微
生物学科的奠基人，曾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
所副所长、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李洁尉 李诚斌）

微波遥感混合像元
分解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水陆地物分类信息的
微波遥感混合像元分解方法。相关成果发表在
《中国地理科学》英文版上。

该所微波遥感学科组提出，利用较高空间
分辨率的地物分类图像，通过建立微波混合像
元分解模型求解欠定性方程组，得到微波混合
像元中水体和陆地组分亮温分布。同时显著提
高我国水陆边界微波混合像元的数据分辨率，
得到观测区内水陆两类地物的微波亮温值和分
类信息，提高微波遥感数据后期反演的精度，拓
宽了微波遥感数据的应用领域。
研究人员计划在已有的地表分类结果基础

上，估计观测地区在某一时段的水体变化趋势，
解决光谱遥感数据由于云层干扰对地面洪涝情
况监测失效的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针对其他
不同下垫面分类的相关实验。 （石明山）

中国科技馆新馆获鲁班奖

本报讯 日前，中国科技馆新馆以其建造技
术的进步和设计手法上的创新荣获“2010～
2011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该建筑占地
面积 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2万平方米，
工程建设总投资 11.145亿元。
据介绍，科技馆新馆施工中积极推广应用

建筑业多项新技术。其中包括：在一层公共空间
使用的“地板采暖技术”，在二层展厅里四部观
光电梯使用的“单索结构点式玻璃幕墙技术”，
利用晚间电量的“冰蓄冷空调系统技术”，为减
轻楼板重量而使用的“GBF高强薄壁竹芯空心
板技术”等。
专家指出，“很多观众感觉在新馆很方便，

但在不会注意到的细节里，都有这些新技术的
功劳”。 （潘希）

生物防治入侵垂叶榕或有新方法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垂叶榕的自然原生地西双
版纳热带地区，有一新种瘿蚊寄生于垂叶榕的
隐头果内，可严重影响垂叶榕种子及其传粉榕
小蜂的互惠系统。
据介绍，该种瘿蚊在垂叶榕刚结的幼果上

产卵，刺激雌花子房膨大成虫瘿，并完成发育。
瘿蚊寄生导致垂叶榕的传粉榕小蜂大量死于发
育过程中，并使垂叶榕的种子数量和质量显著
减少。受影响的种子萌发率比正常种子萌发率
降低 75%，根的生长速度显著减慢，表明寄生瘿
蚊对其种子和传粉榕小蜂繁殖有致命影响。
目前，美国已把引种到福罗里达州和夏威

夷的垂叶榕列为潜在入侵物种，加以防范。中美
洲国家也在寻求有效的生物防治方法。由于瘿
蚊寄生榕树的专一性高，该研究结果可为生物
防治入侵榕树种类提供科学依据。 （张雯雯）

中国首创院
裘皮出自鹅身上

本报讯（记者谭永江摄影报道）看到礼仪小姐
展示的华丽的毛披肩，让人很难相信“裘皮出自鹅
身上”。日前，由中国首创的鹅裘皮、鹅绒项目，经
过近三十年的创新完善，终于在新乡原阳完成产
业化，大批新颖的鹅裘皮开始投放市场。
《本草纲目》记载，“选鹅腹绒毛为衣、被絮，柔

软而性寒，尤宜解婴儿之惊痛”。法国科研机构公
布的研究结果认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保暖
材料超过鹅绒的保暖性。

据鹅裘皮专利技术发明人陈仲仁教授介绍，
鹅裘皮因为鞣制难度大等原因，目前世界上还没
有相同的产品。由他们自主创新的全新鹅绒加工
工艺和设备，不用拔毛，保留了鹅皮的完整性，减
少了机械对绒毛的损伤。从而，鹅裘皮不仅将改
变人们对传统裘皮的认识和依赖，还可以保护有
限的野生动物资源，让裘皮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
现实。

据河南省原阳县县长李巨峰介绍，该县将与
河南白鹅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17亿元，建设占地
1600亩、年屠宰畜禽 3000万只、年产熟食 6万吨、
年生产鹅裘皮 1500万张的中国大白鹅产业园。目
前，种鹅存栏量已达 20多万只，商品鹅存栏量达
到 620万只，可以满足鹅裘皮批量生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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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上海知识产
权国际论坛举行，上海市市长韩正、国家知识产
权局局长田力普出席论坛并致辞。

韩正表示，上海市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工作，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有力推动
了上海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去年，上
海每百万人口中发明专利授权数达到了 299
件，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到了 735件。

田力普表示，构建一个功能齐全、布局合
理、充满活力和有效运作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
是对实现知识产权核心价值和财富收益的重要
实践，其中包含完善政策发展环境、普及知识产
权意识、建设支撑服务体系、探索价值评估机制
等诸多方面。

当天，还举行了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航天
交会对接技术国家专利证书颁发仪式。田力普
为完成我国载人航天首次交会对接任务的上海
航天技术研究院颁发专利证书。由该研究院申

请的飞行器对接装置、空间对接缓冲机构试验
台等专利共计 15项。

据了解，为真实模拟太空对接的复杂环
境，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功能、性能为世界一流的对接、缓冲、空间环
境模拟试验系统。俄罗斯和欧空局的航天专
家称赞“这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对接机构
试验设备”。而为了提高对接机构的可靠性，
研制人员在地面上就开展了 1101 次对接试
验和 647 次分离试验。

第八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举行
神舟八号、天宫一号权利人获颁专利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