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责编刘卓 版式李浩 校对高利平

2017年8月8日星期二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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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四川建设美丽四川

黄科带着孩子们在金沙遗址里“寻
虫”的同时，在成都郊外的山林里，国家
电网电气工程师何力一如往常点亮了一
盏灯，展开一块白布，当虫子因为趋光
性，纷纷停留在白布上时，他就可以细心
观察研究了。

今年情人节，国际动物学期刊
《Zookeys》在线刊登了何力发现并发表
的天牛新种类：午苏伪鹿天牛。其中“午
苏”二字，便是来自何力妻子的名字“陈
午苏”，这是何力献给妻子的一份礼物，
也是他作为一名“虫痴”所特有的浪漫。

早在童年时期，何力就有了成为一
名“昆虫学家”的梦想。他经常会去家附
近的花园寻找虫子的身影，他养过天牛
金龟子，也抓过壁虎四脚蛇。大学时，由
于学校位于峨眉山脚下，每到周末，别的
同学出去逛街看电影时，他就常常进入
山野之间，在一次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
触中，重拾年少时的热爱。

毕业后，何力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了更
多的机会去寻找昆虫的踪影。在攀枝花新
建变电站时，何力发现了黑蝉新种，被命名
为“何氏黑蝉”。在四川灵岩观音山，何力
又和因虫结识的好友周超一起发现了“周
超棒角甲”。从2014年至今，何力和周超
已经在四川省内发现了5个新的昆虫物种，
其中3种已经在专业期刊上进行了发表。

由于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学习，为了研
究昆虫，何力时常要自己查找翻阅国外的
文献资料，有时还需要拜托国外友人帮忙
去博物馆拍照进行比对。为了拿到更多关
于虫子们的数据，何力常常要多次往返采
集地，将虫卵带回成都，放在恒温的环境
中，细心照料。“从幼虫到蛹，看着差不多要
蜕皮了，就要架好相机，彻夜守着。”

寻虫的过程除了辛苦，还有孤独。
有时，行走在大山中，路人会对何力和周
超这两个背着大包，浑身是泥的“怪人”
投来异样的眼光，在得知他们找虫不是
为了赚钱时，又会十分不解。对此，何力
说：“希望自己死后，能给这个社会留下
一点什么，哪怕是这些以自己名字命名
的昆虫。”对于一名“虫痴”而言，这也算
是一种永垂不朽。

夜晚的成都金博路车来车往，
沿街店铺的霓虹灯点亮了整条街
道，一道绿色屏障相隔的金沙遗址
内却有另一个世界：鸟儿在树上栖
息，蜘蛛布下天罗地网，还有青蛙、
蜻蜓、美洲大蠊……

8月5日晚上8点，18个2至15
岁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在金沙遗
址开启了一场夜观昆虫、鸟类、两
栖爬行类的“丛林大冒险”。

如今在成都，越来越多的像黄
科、何力、赵力一样的寻虫爱好者，
把儿时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一直保持
到了现在。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
式，观察着、发现着、保护着那些与
人类同样值得尊重的万物生灵。

四川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许多奇特的昆虫种类，仅蝴蝶就已经发现了714种，超
过了整个欧洲大陆蝴蝶种类数。

四川已经发现昆虫约5万种，而实际上应该有20万种。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昆虫爱好者
的增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新物种被人们发现。”

这些年，成都发现昆虫的种类越来越多，是因为喜欢昆虫的人越来越多，也表明公众对于
自然生态的关注持续增加。

“不同的蜘蛛，建的网完全不一样，像
成都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立体型的，更
有利于捕食。”花、鸟、鱼、虫，随着给孩子
们讲解的深入，一张详细而全面的自然生
态网在黄科的脑中铺开。“西南山地”最初
找到黄科时，一提到是给孩子们做讲解，
黄科就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

黄科的童年是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度过
的，一有空闲，黄科就蹲在花园里，看着昆虫
和小动物。大学时，黄科来到了成都，就读
于川大生物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许多同
学去了沿海城市发展，或者进入生物医药公
司，而黄科选择留在成都，又辞去了收入稳
定的工作，在公益组织里做环境教育。

“四川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从海拔400多米到海拔4000多米，海
拔与气温的变化，也带来了丰富的物种。”
黄科说，工作之余，他也时常和好友一起
背起行囊，去茂县、理县、卧龙等地赏花、
观鸟、寻虫。在西岭雪山，他和朋友根据
香味，发现并命名了“西岭万寿竹”。黄科
说，自己在成都待了11年，看着高楼越来
越多，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生态的变化，

“希望保护生态环境能够引起人们的重
视，把爱自然的理念传递下去。”

虫人讲讲 黄科 生物学硕士

辞去工作
带领小朋友亲近自然

和昆虫对话
与自然相融

虫人寻寻 何力 电气工程师

“虫痴”以妻子之名
命名攀西新种虫

虫人观观 赵力 昆虫博物馆馆长

观虫热
见证着城市人对生态的关心

“这些年，成都发现昆虫的种类越
来越多，实际上就是因为喜欢昆虫的
人越来越多。”赵力，是成都华希昆虫
博物馆馆长，自幼痴迷于昆虫收集与
研究。20年来，为了考察蝴蝶等昆虫，
他的足迹踏遍中国，行程10余万公里，
拍摄昆虫照片20余万幅。

在赵力的眼中，广袤的四川，由于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许多奇特的
昆虫种类，是世界昆虫研究的宝地，

“在四川，仅蝴蝶就已经发现了 714
种，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蝴蝶种类
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赵力也亲眼
见证了的四川昆虫研究与生态环境的
变化。

在成都，一个昆虫爱好者的QQ群
目前已经有几百人加入。“就在上周，
有昆虫爱好者在群里发布说，在都江
堰虹口，发现了金带喙凤蝶。”赵力介
绍，这种印度国蝶，主要分布在喜马拉
雅及横断山区，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
公约》中，是与大熊猫一样稀有的物
种，之前只在雅安地区、贡嘎山区有发
现记录。这次是距离成都最近的发现
点，“说明成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了”。

除此之外，成都当地的一些旅行
社也陆续推出了“昆虫科考游”项目，

“这在过去是我们不敢想的。”赵力说，
这些科考游除了对川内的昆虫进行发
现、观察和研究，甚至将目的地锁定在
国外的许多国家。一些成都的中小学
校也在假期组织了昆虫科普教育活
动，这些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昆虫的热
情不断升温，也表明公众对于自然生
态的关注持续增加。

“四川目前已经发现的昆虫物种
大约有5万种，然而实际上应该有20
万种。”作为一个潜心昆虫研究30年的
人来说，赵力对于未来四川的绿水青
山更是充满期待，“随着生态环境的改
善，昆虫爱好者的增加，相信未来还会
有更多的新物种被人们发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涛
见习记者 于婷 摄影报道

寻虫记
夜探金沙遗址

原来我们身边，有那么多昆
虫、青蛙、鸟儿……

“蟑螂！蟑螂！蟑螂！”十几个
小朋友围站在树下，手中的强光手
电齐刷刷地照向树上两只虫子所在
之处，这突如其来的“曝光”，让两只
虫子受到了惊吓，只能一动不动和
孩子们展开对峙。“这个是美洲大
蠊，另一个就是德国小蠊，虽然叫德
国小蠊，它却不产于德国，而产于非
洲。”最终，还是带队的黄老师出现，
打破了这场僵持。

8月5日晚上，18个小朋友和
12个大人，在“西南山地”发起的夜
观金沙活动里，展开了一场两个多
小时的“丛林大冒险”。从6月24日
开始，连续10期的夜观活动，吸引
了300名小朋友和家长参与。

“妈妈，你看这个鸟长得好好笑
啊。妈妈，这个昆虫也太奇怪了吧。”
2岁10个月的垚垚是这支队伍里最
小的成员。“她对所有会动的生物都
很好奇。”垚垚的母亲吴女士说。

“金蝉为什么会脱壳？”“是因为
它要长大！”7岁的欧阳杉，开学就要
上小学二年级了，因为就住在附近，
所以对金沙遗址再熟悉不过了。不
过，这次与平常来这里游玩不同，能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晚上寻找观
察生活在这里的昆虫和动物，还是
让欧阳杉很兴奋。

晚上9点，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没有灯光的金沙遗址内已经是一片
漆黑，小朋友们却没有丝毫的畏
惧。黄老师给小朋友们一人发了一
支强光手电筒，借着手电筒的光，小
朋友们在树上、草丛里、水塘边仔细
地寻找着。“希望他们都能做一个细
心的观察者，看到大自然的另一
面。”这也是“西南山地”组织这场活
动的初衷。

8月5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一群小朋友在自然教育老师的带领下夜观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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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寻找昆虫。

一只蛙类被小朋友们发现。

（上接01版）
共享单车最初在成都也

曾差点遭遇“滑铁卢”。当时，
有的街道办事处直接把停放
不规范的共享单车，按“非法
占道”收缴了事。随后，成都
市明确表态支持共享单车发
展，扣押的单车不仅全部退
回，政府还着手和企业一起

“想招”，规范单车停放。
如今，成都拥有80余万

辆共享单车，骑行指数已跃居
全国第一，每日出行400万人
次，和地铁出行人次持平。

“高考期间，共享单车出
行达到了490万人次。”成都
市交管局副局长刘荣生感叹
说，共享单车提供了非常便捷
的短途交通。今年高考，没有
接到用警车开道送堵车考生
的请求。

“微创新”改善着城市治
理，不断激发出污染防治的

“新点子”：如今在成都，每条
河流除了“河长”，还有“河
警”，辅助“河长”巡查执法；
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积分
可免费兑换生活用品；开发
成都环保APP，群众可随手
拍随手发，政府部门跟进查处
等等。

“想尽一切办法，抠好每
一个减污的细节。”王锋君说，
蓝天就是靠一点一滴的“微创
新”积累出来的。

雪山、蓝天刷屏
表达信心与期盼

职业观鸟人沈尤持续多
年观察记录成都鸟类。今年
他和鸟友们在青龙湖等多个
湿地欣喜地观察到了极危鸟
类青头潜鸭的种群增长，又观
察到了此前从未在四川现身
的布氏苇莺。

沈尤说，这是成都水质不
断改善带来的惊喜。

今年以来，成都岷江中心
城区出境断面水质已由劣五
类提升到四类，沱江水系出境
断面氨氮浓度比去年下降了
41.1%，水质由五类提升到四
类。

今年以来，成都市PM2.5
平均浓度下降了1.5%，空气
优良天数同比上升了3.1个百
分点。

春夏之际，由于天气优
良、透明度高，成都人多次有
机会站在城市的阳台上远眺
雪山。海拔7500多米的贡嘎
山、6200 多米的四姑娘山、
5300多米的大雪塘……一一
尽收眼底。

雪山、蓝天刷屏了市民的
微信“朋友圈”。“成都，许你一
个看得见雪山的阳台”，许多
人用这句充满诗意的语言，表
达着期盼和信心。

绿色，越来越烙进每个普
通人的意识里。

在成都市郫都区青杠树
村，穿过池塘、绿树和蔓藤，农
民邱应章在自家小楼前惬意
地喝茶。近几年村里紧抓成
都水源地保护政策进行农业
改革，老邱察觉到商机，果断
放弃在外务工，回家做起旅
游。

“家变成了湿地公园，
客人越来越多，周末位子得
预订。”邱应章喜笑颜开，

“有机肥料种冬瓜，刚挂上
藤就被预订光了。环境就
是资源”。

面向未来，绿色，正逐渐
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新格局
——从天上俯瞰，全城被500
公里的天府绿道环绕，133平
方公里生态区域，被“六库八
湿地”水系联通。教育医疗资
源引导人口均衡分布；一东一
西依山形成国家森林公园廊
带；产业越过龙泉山东进，排
放告别静风区……

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
宫到浣花溪。“天府之国”正
努力洗去身上的尘埃，在坚
持不懈的绿色发展中赢得更
大未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