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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如机械巨人的机械车手臂高高举起，
仿佛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平行移动一米，迅
速下探，稳稳地抓住一排白色的箱子，“回
过身”将箱子整齐地码在早已成山的牛奶箱
堆上。对工业旅游始终没有太大兴致的我，
被眼前这貌似《钢铁侠》的场面惊呆了。在
国家 !" 级工业旅游景区、全国工业旅游示
范区内蒙古伊利集团金川新工业园区液态奶
生产车间里参观，就仿佛走进了成品牛奶出
生成长的奇妙世界，进行了一次乳白色的奇
幻漂流。

自动的世界

在牛奶生产车间的参观通道里走动，最
大的感觉就是工作人员少。到处都是声音，
到处都在动，一派繁忙的景象，但这繁忙的
主角却是机器。上了楼梯，经过一条灯光明
亮的走廊，走廊的地板光可照人，经过消毒
免疫处理过的墙壁静悄悄地陪着我在这干净

的空间里行走。尽头便是灌装车间了，从大玻
璃窗望下去，竟然看不到一个人影。#!条德国
康美生产线在那里自动传送着。康美设备的
灌注方式采用的是二次灌注法，一次灌注三
分之二，再次灌注完毕，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
灌注过程中产生泡沫，影响饮用者的口感。

那机械灌装器的速度异常得快，在灌装
机的无菌灌装室内迅速地将牛奶装灌在盒子
中，看得我眼花缭乱。讲解员介绍，每台灌
装设备在 #个小时能灌装 #$%%%包牛奶，先
进程度居世界一流。同时牛奶的包装材料采
用了七层复合膜的包材，这样能使康美包所
包装的牛奶保质期达到 &'(个月。

灌装、封口、喷码、贴吸管，一个流程
结束后，由传送带送入下一个流程，几乎每
一个环节都是机器自动进行的。在贴吸管的
工段，只见一个个小小的方盒子沿着传送

带，川流不息，一起涌向一个
方形的机器，仿佛在排队等候。
小方盒嘭的一下进了机箱，而
后涌身一跃翻出顶盒，再经过
传送带上的操作小门，就像变
戏法一样，吸管已经牢牢地贴
在盒子上了。

我就在上方的参观通道上
徜徉着、俯视着，不知不觉产
生了一种错觉，下面仿佛有许
许多多的机器人在忙碌着，在
工作着，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那里，分明是一
个未来世界！

走在包装工段和仓储系
统之间的天桥上，放眼望去，
心情激荡。左边，威武的
“机械手”挥舞着强壮的手
臂，将一垛垛牛奶码放整齐；
右边庞然的提升机在像电影
《阿凡达》中太空舱一样的巨
大仓储隔间中轰然而过，将
)*% 箱为一垛的牛奶产品推
进取出……那种现代机器的
宏大气势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转过走廊，回首，可以
看到整个车间的盛况。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
形容的感觉。整个的车间的 )( 条生产线都
在运转着，有条不紊地运转着。那巨大的传
送带赫然眼前，宛若长龙，那一盒盒从传送
带上滑过的牛奶就像长龙的活动鳞甲在龙身
上粼粼发光。这时可以看到几个工人了，他
们穿梭在长龙的弯曲处，淡定娴熟的手在长
龙身上拂过，一会儿又走去玻璃箱旁取出什
么东西。他们的存在与生产线巨龙融合得天
衣无缝。由于人的点缀，这幅壮观的图画变
得生动而深刻……

有条不紊的壮观来自于“龙头”———中
央控制室，这里相当于人的大脑中枢。一间
玻璃房内，放置着复杂的机器组群，和中央
控制电脑。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生产流程各个
工段的画面，这么大的一个工厂仅需几位工
程师通过监控电脑显示屏就可以对整个生产

的流程做到时时有效的监
控，这也体现出伊利集团
的精确管理思想。

看来工业旅游的壮观
是来自于精确管理。

细节的世界

看我在贴吸管工段区
域驻足停留，引领我们参
观的讲解员笑着对我说：
“别小看贴吸管这个流程，
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平时
经常喝盒装奶的我有点不
以为然，一个小小的吸管
能有什么奥秘。讲解员耐
心地解释：“为了防止孩
子在喝牛奶时误食粘贴吸
管的黏合剂，我们所用的
黏合剂是用淀粉做的，误

食后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平平淡淡的一番话却让我心里起了涟

漪：平时我们面对日常生活，很多东西对我
们来说都习以为常，不加留意，总觉
得理所当然。比如说伊利的奶盒，喝
完了一扔，没有丝毫的留意。而当我
走进这里，走进这盒装奶诞生的世
界，才发现我们生活中每个细节的背
后原来都有这样壮观的过程。

在这里，我了解到了伊利牛奶生
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知道了在牧
场通过检测合格的原奶，会通过 !!

的冷藏车密闭运到生产基地，再次通
过全项指标检验合格送到这
里；在这里，核心生产环节是
三个：均质、分离和超高温瞬
时灭菌。随后，牛奶会暂存到
真空无菌罐中进行缓冲，为下
一步灌装做准备，而后，便顺
着密闭管道进入到无菌灌装车
间；之后便是灌装、喷码、贴
吸管、码垛、仓储等流程了。

文化的世界

不知不觉，远离了热闹
的机械繁忙，进入到一片文
化的安静当中，这里是伊利
的企业文化长廊。我们平时
司空见惯的三道独特的月
牙 环 绕 而 成 的 伊 利 新
+,-,赫然于眼前，为文
化长廊静守着门户。通过讲
解 ， 我 才 了 解 到 那 新
+,-,的含义：两条深浅
不同的绿色代表着深远辽
阔的草原；蓝色的晴空中灿
烂的阳光滋养着万物，代表
着健康与活力；白色代表着
营养丰富的牛奶，红色的伊
利品牌成长在阳光普照的
蓝天绿地中。

一路走过去，看过伊
利故事、伊利寓言、伊利
理念、伊利标准，我突然
发现，这座工业旅游园区
乃至整个伊利真正的大脑
在这里，在这洋溢着企业
生命力的企业文化里。
（本文图片由伊利集

团提供）

伊利新工业园———

乳白色的“奇幻漂流”
本报记者 杨一枫

工作人员检验牛奶

流水线上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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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 北
京，尤其想尝
尝有名的“西
海鱼生”。

春日的午后，在什刹
海一带的胡同里漫步寻

访，真可谓曲径通幽。一拐弯，一抬头，古
色古香的餐厅已出现在眼前，心中充满
惊喜。在“西海鱼生”的招牌下，向北跨进
一道大门，一湖碧波的西海便出现在眼
前，使我立刻便有了“如何尘十丈，有此
芙蓉池”的惊异。

脚步轻盈地登上游船，一湖春水温
情荡漾。阳光下，湖水犹如碧绿的玉，透
亮晶莹。春风拂面，心情愉悦。岸边随风
飘送苏州评弹，声声入耳，更添兴致。要
一壶花雕，品味晶莹如雪的冰镇马蹄，金
黄可爱的手剥笋，我尝到了春天的味道。

西湖酱鸭，肥而不腻，红亮鲜香。西
湖问茶，典雅可爱。精致的小碗里飘荡着
几粒大大的虾仁，特配一壶高汤。鲜香的
汤，洁白的虾仁，相映成趣。喝一碗，身心舒泰。

西海鱼生既是店名，也是这里的镇店菜。鱼生取自深海
鲈鱼，现点现做。精细的刀工把鱼肉片成如纸薄片，令人称
奇。配料有蒜片、姜丝、葱丝、洋葱丝、椒丝、豉油、花生碎、芝
麻、指天椒、香芋丝、炸粉丝等 )!种之多，更让人啧啧称赞。

鱼生上来了。薄薄的鱼片，摆放在造型独特的冰船上。
夹一小片鱼生放入碟内，倒入适量的花生油拌匀，依次放入
)!种佐餐的配料，然后一口吃掉，鲜香滑嫩，妙不可言。冰
凉爽口，令人神清气爽。再仔细咀嚼，调料的香、辛、酸、甜等
滋味更将鱼生之鲜美尽情带出，满口溢香，回味无穷。

在湖面的清风中，素手持壶，竹筷轻点，酒香菜美，无比
惬意。耳畔乐声悠扬，远岸杨柳依依。眼波流转间，似是到了
美丽的西湖，真是美不胜收。夕阳余晖中，飘散在湖面上的
几只游船已不见船身，只见淡淡的船影上的几盏船灯在风
中轻摇。岸上的灯影静谧地映入河中，在波光中时隐时现。
春月皎洁，闪烁银辉。月光与灯光交相辉映，诗意盎然。

船在水上悠然荡荡，岸上的亭台楼阁更显清雅。清波
柔美，轻细的乐声在耳畔流转，心在这一刻分外宁静。静
静地荡舟西海，美丽心情，油然而生。幽静西海“鱼生”
鲜，桨声灯影赛江南。

万里长江有无数支流，或大或
小，或长或短；或平缓如行，或急湍
似箭。它们从群山万壑中奔腾而出，
面朝大海，一路欢歌。其中有两条河
流令我魂牵梦萦，难以释怀。一条是
故乡的河流，李白的河流———打开
《唐诗》，你一定能够听到秋浦河哗哗
流淌的声音：“白发三千丈，缘愁似
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还有一条就是“美人故里诗人地”的
香溪河，它流光溢彩，花香袭人。伫
立溪畔，聆听它的传说，感动它的故
事，敬仰两个不朽的人物：一个是屈
原，一个是昭君。

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尽情眺
望。有人说，这绝壁之下的山涧就是

举世闻名的香溪，长江一级支流。众所周
知，香溪的闻名遐迩绝非河流的长度、宽
度、水质、美景等，而是它孕育了绝世美
人王昭君和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它
是一条在辛酸的历史中流淌的河流，一条
孕育了中国特色的端午文化的河流。
随着海拔高度的提升，我这个长期生活

在海拔只有二三十米的江南人，确实有点晕
眩。轻度的高山反应和颠簸劳累，令我吐出了
几十年积累的黄胆苦水。但我还是睁大眼睛张
望香溪———这水怎么这么难行，难道是留恋陡
峭的山吗？

湖北神农架木鱼镇到了。五个装满呕吐物
的红色塑料袋，瘫痪在我的脚下。这是神圣的
香溪让我洗尽凡尘，净身到访。神农架，香
溪，两个饱蘸神秘色彩的地名，充满魅力与活
力，吸引着海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纷至沓来。

我喜欢独自漫步在木鱼小镇，走一走，停

一停；逛一逛，看一看。紫外线浓郁的高山阳
光，让我的肌肤显得更加健康；水色如黛、澄
清可掬的香溪映照着我的面庞……小镇的安
详，在香溪的流淌中越发迷人。溯流 . 公里
处，有诗人徐迟书写的“香溪源”三个隶书大
字。传说此地是炎帝神农氏当年采药浣洗处。
因神农架梯尝百草，得天地之精华，香溪因此
精而灵之。四季泉眼不涸，碧水长流。自神农
寨蜿蜒而下，它拈花惹草，一路欢歌笑语，融
众香而和之。可现实之境还是有点让我心忧，
一是没下车去看香溪源，尤其是没看到诗人的
题字；二是局部山体因筑路而遭破坏，山体滑
坡和泥石流随处可见。

离开木鱼镇的早晨，我悄然走上街头。静
寂的小镇空无一人，他们都在酣睡中。鸟鸣断
断续续，或深或浅，音调婉转；香溪潺潺流

淌，遇到溪石或陡峭处，如虎跳，若豹走，似
兔奔。那些摇曳的水草，一次又一次地搔在我
的心尖上，不知是留还是去。我顺流而下，一
会儿掬水在手，感受香溪的冷暖，沁入肺腑；
一会儿在石罅草丛中寻觅美丽的桃花鱼，它可
是昭君的化身；一会儿打开相机，让美好的瞬
间定格于记忆。没有相同的时空，也就没有相
同的河流。

在峡口，我们由汽车改乘明妃一号游轮。
这时，我才感受到香溪的巨大变化，即由溪而
江，豁然开朗。昭君就是在这里乘皇家专门为
她准备的船儿，进三峡，入汉江，开始了她的
凄苦人生。站在甲板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望
那个如今叫昭君村的地方———“群山万壑赴荆
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船向秭归，我心安然。这里有昭君的溪，
屈原的魂。诗歌从这里起航竞发，浪漫从这里
张开翅膀。

工业旅游

日前，广西阳朔万亩

油菜花开放，中外游人纷

至沓来。

朱名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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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一景

牧场一景

壮观的世界

看看我的
一家在山花中

在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着不确定性、国内居民消费短期
内难以大幅增长、国家加大民生领域投资等战略因素影响
下，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保
持。加强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管，是新时期公共财政体
制、投资体制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共同要求，也是社会各界
的广泛共识。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估与治理，是现代公共
财政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由潘彬所著的《公共投资
项目绩效评估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著
作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共投资项目可持
续绩效评估方法与管理体系。

公共投资项目对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的影响，所涉及
的评估内容应主要为外部持续发展因素：)、经济增长的
可持续，主要指项目所带动的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贡献、
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贡献等；$、社会发展可持续，主
要指项目带动地区受教育程度、消除贫困、技术进步、创
新能力等社会持续性发展的能力；.、环境与资源可持续，
主要指项目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如项
目本身的三废污染及治理情况、资源需求情况，能否满足
当前的环保要求，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供应保障，特别是
能否满足永续利用、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著作从公共投资项目发展可持续绩效、经济增长可持
续绩效、社会发展可持续绩效、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绩效四
个方面构建了公共投资项目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指标体
系，并设计了十项分指标层，对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采取
了直线型无量纲化处理方法，采用主观赋权方法计算各级
指标权重值，构建了事前、过程和事后三个阶段的权重分
配表，并对分配结果进行了排序，解决了指标体系受项目
阶段局限性太大而无法复用的弊端，有效地提升了指标体
系的可适用性。

该著作在追求指标体系框架完整性的同时，在内容
上形成了一个跨越行业特点、通用性强、适用于一般性
公共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框架，为评估
者预留调整空间，即指标体系框架为评估者提供评估思
路指南和评估内容的框架范围，而在个性化指标和具体
终极计算指标的选择上，得以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以及
评估工作的具体要求进行合理调整，实现了通用性与个
性化的有机结合。既体现了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又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研究成果具有鲜明
的理论前沿性、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能够有效为
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服务。

公共投资项目与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
———评潘彬《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估研究》

何盛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甬海法商初字第 $!*号

本院 $%)$年 &月 ))日受理原告勿里洞岛贸易公
司 （/01 /2++2,3 4"567823- "9-9） 与菲象公
司 （: 7+710"38 ;,51,5"82,3） 船舶抵押合
同纠纷一案，已依法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施，对被告
所属利比里亚籍“: 7+710"38”轮予以扣押。因被
告已濒临破产，无力承担“: 7+710"38”轮的日常
燃油消耗及维持费用，本院于 $%).年 .月 $<日作出
（$%).）甬海法商初字第 $!*')号民事裁定，决定强
制拍卖该轮。现将拍卖船舶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成立“: 7+710"38”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年 *月 &日下午 )*：.%时在宁波海事法院对该
轮进行公开拍卖；$、船舶概况：“: 7+710"38”
轮，建造时间为 )<(< 年，建造国家为韩国，船舶为
散货船，船舶总长 .$$9%% 米，型宽 *&9%% 米，型深
$<9*% 米，总吨 )!=.=!，主机马力 )($&<6>。.、凡
愿参加竞买者，可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前，向该轮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该委员会所在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 (%)号宁波海事法院；联系
人胡瑛；联系电话 %*=!'(=(((=&?）；!、该轮的展示
时间截止到 ?%).年 !月 .%日，拍卖委员会将有偿提
供有关船舶资料。经准许，可登轮察看船舶现状；*、
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
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特此公告。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