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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荒漠
中还有‘怪石林’”

“形状好像美剧中
的‘铁王座’”……
日前，位于青藏高
原柴达木盆地东南
部的一处柱状节理
群地质遗迹，因其
独特风貌在社交平
台迅速走红。什么
是柱状节理？究竟
神奇在哪儿？带着
疑问，记者来到柴
达 木 盆 地 一 探
究竟。
　　在柴达木盆地
东北部的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都兰县巴隆乡科
尔牧业村附近，一
座石谷在戈壁滩中
巍然耸立。远观，有
的好似一群怒吼的
人，有的又像即将
远航的舰艇；近看，
却是成堆的石柱，
如 宝 剑 般 直 指 苍
穹，怪石嶙峋，令人
称奇。
　　“这怪石就是地质遗迹柱
状节理群。”青海省地质调查
院工作人员张小永说，调查显
示，这处地质遗迹的地表面积
约 3 平方公里，按国家标准划
分属于火山地貌景观地质遗
迹，被多位专家评价为国家级
地质遗迹，“是一处不可再生
的地质地貌景观”。
　　“石谷”是如何形成的
呢？来自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的资料表明，“石谷”的形成
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2.2 亿年
前：火山喷发后大量岩浆自
地下几十至几百公里的深度
喷涌和溢流至地表，由于地
表温度较低，炽热的岩浆迅
速冷却收缩，从而裂开形成
近五棱柱、六棱柱、七棱柱。
　　张小永说：“随着地史演
化，距今 6500 万年前，由于
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碰
撞，这些柱体又随着青藏高
原隆起被抬升至地表，形成
了如今我们所见的柱状节理

群奇观。”
　　抚今追昔，光
怪陆离的自然景观
往往与匪夷所思的
传 奇 故 事 相 互
交织。
　　柴达木盆地柱
状节理群旁的科尔
牧业村，有 104 户
蒙古族人家，他们
世代以放牧为生，
默默守护着这片石
谷。科尔牧业村村
民赞庆说：“我们把
村庄西边的石谷叫

‘哈布齐格哈尔哈
德’，蒙 古 语 意 为

‘黑岩谷’，这里和
格 斯 尔 的 传 奇 有
关。”
　　蒙古族称《格
斯尔》、藏族称《格
萨尔》，是“中国三
大英雄史诗”之一，
2009 年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还有人在这
里北边的山洞中发
现过一件羊皮袄。”
青海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乌席勒
说，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学
者在洞中发现了羊皮袄及用
蒙古文和藏文书写的古代经
文，后来还发表过相关研究
文章。
　　“可以去玩吗？”“太神奇
了，真想去看看”……如今，
羊皮袄和古代经书的下落已
经无人知晓，但独特的地形
地貌让古老的地质遗迹成为

“新晋网红”。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院长
王秉璋说，针对这一地质遗
迹，有关部门可合理开发地质
旅游项目，通过专业的科普解
说和服务性设施，让社会公众
能够更好地了解地质景观、学
习地质知识，推动更多人加入
保护地质遗迹的队伍中。
　　“期待更多人来看看黑
岩谷，真的很神奇。”科尔牧
业村党支部书记达西才仁
说。  （记者王金金、陈杰）
 新华社西宁 6 月 15 日电

本报王默玲、董雪、许东远

　　“生境花园越来越多自然是好事，它们
就像是城市中的‘生态跳板’，将给小动物
们形成一个能来回跳跃、连绵不断的生态
廊道。”专家们口中连连称赞的生境花园，
近日成为了上海生态环境十大“金点子”。
未来，“老旧小区荒废角落改造生境花园”
的故事将越来越频繁地在上海上演。
　　为一只飞累了的小鸟提供饮水处，给
意外“闯入”的黄鼠狼安了家，上海第一个
生境花园里发生的故事，让人不禁畅想：当

“生态跳板”连点成线、画线成面，上海将讲
述一个怎样的“神奇动物在这里”的生态
故事。

　　“这是我活到 92 岁第一次

看见小鸟洗澡”

　　作为上海拥有第一座生境花园的小
区，在长宁区虹旭小区的居民们看来，“好
像自己一下子被自然拉进了、接纳了”。
　　“书记书记，我今天看到小鸟洗澡啦，
这是我活到 92 岁第一次看见小鸟洗澡。”
虹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红萍说，这句话，
是生境花园建成后，她听居民说过的最动
容的一句话，“没想到小小的一座生境花
园，却带给一位 92 岁的阿婆全新的生命
体验，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
　　一朵粉色的睡莲正开在池塘中，肥肥
的蛤蟆是这里的“常客”，它最喜欢趁居民
们靠近的时候，一下子从草丛中跳到莲叶
上，让观荷的阿姨们又惊又喜。池塘边是一
处流动的嬉水台，从一个公园飞到另一个
公园，这儿是小鸟们难得的歇脚点，洗洗
澡、喝喝水，40 多种鸟类都曾造访过这里，
按照人类的标准，这大概是城市鸟类的“交
通驿站”。花园里既有乡土物种，也有小区
居民们认养的瓜果蔬菜，还有一小片裸露
着土壤的“荒地”，这是居民们听了科普讲
座后特意留出来的。
　　“生态学家告诉我们，蝴蝶不仅吸花
粉，还很喜欢吃土壤里的矿物质与盐分，有
一天我就看到一群蝴蝶在这里‘吃土’，太
有意思了。”虹旭小区的孩子们一股脑地倒
出自己在生境花园里看到的“奇观”。
　　一座接纳自然的城市，最大的收获便
是被自然所接纳。
　　“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会容易忘记

自己也是自然的一分子，但生境花园唤醒
了我们本能的记忆。”吴红萍说，除了有为
看见小鸟洗澡而感动的阿婆，还有笑着说
因为每天在树下看跳来跳去的松鼠“治好
了颈椎病”的大爷，还有发现了黄鼠狼本想
着要“除掉它”，但得知黄鼠狼吃小区里的
老鼠，选择默默“留客”的居民们。“小花园
打破了我们对于自然的成见，看到小生物
们也并不抵触和我们‘同居’的时候，我们
也倍感荣幸。”

　　“不累不累，这就像是我家的

后花园”

　　生境花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可循环
的生态系统，实现了生态建设与居民自治
的融合，让人与人之间也建立起一个良性
互动的循环系统。这一点，吴红萍感触
颇深。
　　“我刚来虹旭居民区做书记还没几天，
电视台的记者就来采访我了，问我对于小
区边角投诉颇多的一个地块有什么看法，
我一脸懵地说，我是新来的，结果就被播了
出去，太丢人了，哈哈。”吴红萍笑着回忆
道。而曾经让她留下“丢人”记忆的地块，正

是如今改造成生境花园的地方。
　　这里本是小区围墙外无人管理的城市

“死角”，时间久了就成了杂物垃圾的堆场，
住在附近楼栋的居民们意见颇多，但因为地
块归属问题，很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先是
费了很大力气，打通了围墙，将这个地块管
起来，后来在专业机构的建议下，一座生境
花园的想法就这样萌生了。”吴红萍说。
　　花园落成后，日常的维护打理需要居
民自己完成。多年来四处投诉、不愿跟居委
会多打交道的几位居民，反而成为了最踊
跃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的人。曾经拒绝跟
居民区干部沟通，“一言不合就投诉”的阿
姨，在开园当天，一趟又一趟地从家里端出
刚泡好的咖啡招待参观生境花园的人，甚
至还提前准备好洗净的瓜果分享给大家。
居民区工作人员怕她累着让她歇歇，但阿
姨摆摆手说：“不累不累，这就像是我家的
后花园，来了客人哪能不招待呢？”
　　虹旭的居民们确实把生境花园的事当
成了自己家的事。居民志愿者每天轮班、全
年不休地精心打理着这片花园：你贡献蔬
菜种植经验，他提出花卉栽培建议，扶正一
棵被风雨吹倒的小树，“抢救”一枝快被果
实压断的枝蔓……这块三角形的生境花

园，成为了小区孩子们“沉浸式”的生物
“科普课堂”，成为了老年人走出家门、拥
抱社交的去处，成为了年轻人“不打卡一
下说不过去”的社区“网红景点”。
　　“我们种出的瓜果都会送给社区里
不方便出门的老人。”吴红萍说，“在虹
旭，只要提起生境花园，大家心里都是暖
的，这是一个可以融化人心的地方。”

“这个金点子值得复制推广！”

　　在虹旭居民们口中“让其他小区的
人馋得流口水”的生境花园，仅仅只是一
个开始。
　　在一场 2021 年上海生态环境十
大“金点子”的评审会上，数百条上海
市民们提出的生态环境建议被反复筛
选：“能不能建一座绿色生态的节水社
区”“能不能来一场生态主题的自行车
赛”“上海环保宣传还需要考虑线上线
下结合的问题”……在诸多的建议中，

“老旧小区荒废角落改造生境花园”被
不少评委肯定：“这个金点子值得复制
推广！”
　　好建议的关键在于落实。今年，仅虹
旭居民区所在区域，就将会有 7 座生境
花园完成建设。这些新鲜出炉且充分集
合了群众观点的设计方案，或是位于两
个较大城市公园的中间地带，或是分布
于高楼、轻轨、高架林立之处，这些地带
都缺乏鸟、蝴蝶和昆虫等动物正常迁徙
的廊道。
　　“这些利用城市空间‘边角料’建设起
来的生境花园，将变成小动物们来回迁徙
的珍贵‘生态跳板’。随着‘跳板’越来越
多，一个一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一张让
小动物们不断循环生息的城市生态网。”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说。
　　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片海域，对
于游弋在城市中的小生灵们来说，生境
花园可能就是上岸补给的岛屿。在这座
岛屿之上，见证的不仅是上海生态建设
的精细功夫，不仅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对于生灵万物的极致关怀，最令人感到
暖意的是，在人人建议、人人参与之下，
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发生着太多
关于接纳、理解、互助、尊重的故事。
　　未来，上海的生态故事，未完待续，
更加精彩。

 
追
寻
亿
万
年
前
的
地
球
传
奇

走
近
柴
达
木
盆
地
柱
状
节
理
群

为小生灵建“生态跳板”的上海，暖在哪儿

图为虹旭小区居民们一起参与生境花园建设。 上海市长宁区虹旭居民区提供

推动科技种植，实现山货出山

  灵山是著名的中国荔枝之乡，种植历史悠

久，品质优良，种类繁多。全县现存百年树龄以

上的古荔树达 3 万多棵，种植面积约 41.2 万

亩。一代又一代延续、积累下来的种植技术，种

植出来的荔枝果肉饱满、味道香甜。

  目前灵山荔枝品种达 35 种，主栽品种有三

月红、妃子笑、白糖罂、灵山香荔、桂味、糯米

糍等，是全国第二大荔枝种植县，荔枝种植面积

和产量均居广西前列。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灵山

县委、县政府特别重视灵山荔枝产业发展，在科

技研发、品种改良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这也是灵

山荔枝在市场上走俏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灵山不断引进高产优质迟熟品种改

良培育新品种。相继引进无核荔、仙进奉、紫娘

喜等 25 个品种，通过择优培育，适时推广，最

后形成规模种植。同时依托与广西农科院共建的

广西灵山荔枝试验站，研究出荔枝“光驱避”蛀

蒂虫绿色防控技术， 100 亩荔枝示范园首试成

功，实现虫果率为零。 2019 年灵山百年荔枝

（核心）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升级为自治区四星

级示范区； 2020 年灵山荔枝荣获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登记，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地

理标志“双标志”产品； 2020 年 12 月，“灵山

荔枝”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优势区产品。

  灵山荔枝在广西久负盛名，打着“灵山荔

枝”的招牌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灵山荔枝也凭

借其独特的口感和绝佳的品质，渐渐地走出了

国门。

  5 月 30 日，一批来自灵山产区、总重约 1 吨

的“妃子笑”鲜荔枝，经过钦州海关检疫合格后

顺利出口，实现了广西鲜荔枝出口的突破。目

前，广西灵山县千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果

园、 1 家包装厂已完成注册登记资质，结束了灵

山荔枝无出口基地的历史，这也是广西荔枝果园

首次获得出口注册登记。

构建高速路网，实现荔枝自由

  近年来，灵山加快完善县域综合交通体系，

构建“两横两纵”高速公路大骨架和“一环六

伸”一级公路交通网。 2020 年 12 月，大浦高

速建成通车，从灵山到南宁、北海、钦州不过一

个半多小时，交通十分便利，大大缩短了灵山荔

枝到区内各地的距离。加快冷藏库建设，目前全

县拥有 40 多个冷藏库，荔枝保鲜期从 48 小时延

长到 72 小时以上。“目前网上销售的荔枝均可

以通过物流托运，当天早上通过空运发往全国各

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买家在当天基本上可以

品尝到新鲜荔枝，其它地区一般也不会超过 48

小时。”快递小哥说。新鲜荔枝不再是古代富贵

人家的果中珍品，而是寻常百姓家一键下单就能

送达的日常水果。

依托“互联网＋”，实现荔枝“一键”到家

  每逢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不少国内外游客

慕名而来，满载而归。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灵

山依托网红“巧妇九妹”、“千年荔缘”、灵山

一支食品、灵山益天下等 500 多家本土电商企业

和 508 个电商服务点进行线上线下销售，进一步

拓宽了荔枝销售渠道。目前，灵山县建成县、

镇、村三级电商大网络，电商从业人员 1 万

多人。

  六月初，妃子笑、白糖罂这两个品种的荔枝

陆续成熟，桂味也逐渐上市。灵山人在喜迎荔枝

丰收的同时，也在忙着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

2021 年 6 月 10 日— 25 日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

系列活动隆重举行，活动内容丰富，包括“荔”

行天下——— 线下线上助农丰收活动、“荔乡人民

感党恩”——— 2021 年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幕

式大型歌舞汇、“走进荔乡、欢乐灵山”特色休

闲旅游体验活动、 2021·灵山线上荔枝季活

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和签约系列活动。这些活

动以多角度、共参与、全方位展示灵山资源优

势、环境优势，提升灵山对外开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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