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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的中文已经说得非常流利，除了正常对
话，偶尔还蹦出点老北京话，在表述他心爱的环保事
业时，他思路清晰，目光炯炯。这个已来中国12年的加
拿大人，在北京已经拥有自己的事业，并娶了一位中
国太太。“北京是我家”，他笑着说，而对于北京这个
家，罗伯特有着自己的梦想——做一个 NGO（非政

府组织）性质的绿色供应链数据平台。
罗伯特的家乡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是“世界上最

干净的城市”，也是加拿大的能源中心，以石油产业为
主的家乡一度受石油开采影响，环境转差，当地环保
组织的呼声唤起了罗伯特最初的环保梦。后来在大学
学习环境科学后，他立志从事环保工作。

2004 年，在一位中国湖南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
中国。起初在湖南大学教书，后来先后在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两年中文，自此成了一
名“洋北漂”。

回忆自己的环保从业经历，罗伯特给笔者梳理了
一遍：2007—2008 年，在一家咨询公司帮助其他公司
了解中国的碳市场；2008—2013年，在中国NGO能源
与交通创新中心担任项目主任，从事汽车行业燃油消
耗和生物能源的政策研究；2013—2014 年，在国际
NGO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负责绿色货运项目。

从事环保工作多年，有件事让罗伯特觉得十分有
成就感。2008 年罗伯特在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工作
时，他和同事们认为当时的燃油消耗标准不够合理，
因为对每种车型制定标准无法满足企业设计新产品
的需求，于是他们提出借鉴美国做法的建议，即对企
业生产的车制定平均燃料消耗。在从行业协会拿到数

据后，他们计算了每个乘用车企业的平均燃料消耗，
并邀请了行业协会、标准化机构专家进行讨论，每年
跟进研究，作出报告。2011 年，工信部发布了 《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罗伯特团队觉得
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中国政策发展导向相符。“我觉得
很有成就感，对我们这个行业做出了一些改变。”

目前，罗伯特有个更大的梦想——构建中国的绿
色供应链数据平台。他这样阐述自己的思路：这是一个
NGO性质的第三方数据平台，将利用云计算和移动数
据使供应链信息化。我们将和国内外大企业合作，在供
应链中，从原料到工厂，从制造商、供应商到消费者，都
会有与生产、加工该产品相关的电子记录。一旦某一环
节出现问题，都能被消费者追溯查询。“这种方式可督促
这个行业每个利益方做好工作，进而有效管理货运行
业。我的目标是改变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让企业做到
产品质量好、绿色也环保。”罗伯特憧憬道。

来华多年，罗伯特感慨说：“中国人很友好，不同
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小于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对于
中国的环保事业，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每个国家都需
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过程，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虽
然仍存在问题，但是有问题才有机会，在中国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甚至可能改变世界。

北京的建筑为数众多，其中有宫殿、寺庙
和皇帝陵墓。可以说并不是埃菲尔铁塔代表了巴

黎，而是蒙玛特区的咖啡馆生活和圣日耳曼林荫大
道赋予巴黎以特殊的情调。北京同样如此，那些宫
殿的确可以吸引游客，而北京的真正魅力却在于普通
百姓，在于街头巷尾的生活。人们永远也不会理解究
竟是什么使北京的穷苦百姓如此乐天而自信，原来
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

在此先要简单聊聊作为北京特点之一的北方
人的品质。他们基本上很保守，具有保守派所

有的好、坏两方面特点。他们不愿意接受现
代新观念，更偏爱千百年来在宗教信仰

影响下形成的礼仪和行为准则，诸如
长长的送葬队伍，古老的摇篮

曲，男女相亲，在院子里
种石榴树。现代

的 ， 受

过教育的中国人感到面对老北京人的准则，他们为之
骄傲的价值观受到骤然的抵制。再来看看旅居北京的
外国人，他们迷恋北京的艺术，同时却对它幽默的谚
语和风俗感到困惑。他们中有些人也过上北京式的生
活，只是不要用庭院将正房与东厢房分开，电灯要明
亮些，电话服务好一些；另一些人成了学者，学习汉
语文字，钻研历史与古典文学。这些人被他们的同胞
们称为“怪人”，是企图动摇公众对“白人声望”的
信任的人。他们的妻子则发誓不愿意离开北京，也离
不开那些待他们的孩子如同己出的保姆。

不论在哪个城市，对于旅游者与居住者来说，真正
要紧的是与之接触的人：家中的仆人、餐馆里的服务
员、黄包车夫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可能偶尔会由于芝麻
小事或无缘无故地找你的麻烦，但平时他们循规蹈矩、
温和有礼、无偿地创造快乐的生活。当然还有些喜欢装
腔作势、哗众取宠的狡诈政客和暴发户，但如果他们久
居于此，甚至也会变得随和起来，并吸收城市古老生活

方式中的朴素与庄重。北京就如同一位老妇人，

教会人们如何去创造一种舒适、平和的生活。
什么东西最能体现老北京的精神？是它宏

伟、辉煌的宫殿和古老寺庙吗？是它的大庭院和大
公园吗？还是那些带着老年人独有的庄重天性站立
在售货摊旁的卖花生的长胡子老人？人们不知道，也
难以用语言去表达。它是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不可名
状的魅力。或许有一天，基于零碎的认识，人们认
为那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方式属于整个世界，千
年万代。它是成熟的、异教的、欢快的、强大
的，预示着对所有价值的重新估价——是出自
人类灵魂的一种独特创造。

（摘自作者作品集《辉煌的北京》。
本报有删节）

本报北京电（记者余荣华） 北京市国四、国
五柴油公交车排放改造仪式近日在北京公交保修
分公司第七分厂进行。目前，北京市正在陆续对
在用的 8800余辆国四、国五排放标准柴油公交车
进行排放改造，全部改造工作拟于今年 6 月底结
束。通过此次改造，预计每年将减少氮氧化物排
放2800吨。

北京市为解决国四、国五重型柴油车低速低
工况时氮氧化物排放较高的问题，由北京市环保
局组织制定并于 2013 年发布了北京市地方标准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
气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 （台架工况法）》。该
地方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属国际首创，对引领
重型车污染防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实施该标
准，预计重型柴油车单车将削减 60%的氮氧化物
排放量。

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在该
地方标准发布前，北京市尚有 8800余辆在用的国
四、国五排放标准柴油公交车选用 SCR系统，其
排放的氮氧化物浓度较高，北京市环保局决定组
织相关企业对这部分在用公交车进行改造，以进
一步降低这些现有国四、国五排放标准公交车辆
的污染物排放。据测算，完成该项改造工作后，
北京市每年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2800吨左右。

近日，北京大栅栏街道举行社会创新展，通
过在大栅栏西街上的 81个社会创新案例展示，激
发人们的创新想法，让大家关注并通过创新的方
法去解决身边的社会问题，共创美好城市和幸福
生活。图为参观者在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24小时应急制度 ■27万人随时待命 ■194个重点预案

北京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记者 赵鹏飞

从 6 月起，北京正式进入汛

期。日前召开的北京市防汛工作

通报会指出，今年汛期北京干旱

和暴雨交替发生的几率较大，为

此北京多部门联合防汛，细化城

区防汛网格管理，全市27万人的

防汛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应急。同

时，强化完善京津冀联动防汛，

增强抵御流域性大洪水的能力。

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平均
降水量为 81.5 毫米，比去年同期、常年同期和近
10年同期水平均略偏多。北京市气象局预测，今
年6-8月，北京市平均降雨量为280-320毫米，将
比去年夏季降水量略偏多；汛期的平均气温高于
常年，35℃以上高温日数为 12-14 天，比常年同
期偏多。今年汛期，华北地区发生夏旱的可能性
比较大，暴雨的突发性、极端性和局地性明显加
强，干旱和暴雨有可能交替发生。

为确保首都平安度汛，今年北京市防洪排水
工程建设速度加快。北京西郊雨洪调蓄工程今年
汛期可参与调度运用，发挥蓄滞雨洪作用，中心
城区“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格局进一步

完善；北京各区县加快中小河道治理工程建设，
城市中心区和城乡结合部的100公里河道已得到有
效治理，排水能力显著提高。

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制定了194个重点预案，特
别是下凹式立交桥、在建工程、地下设施、低洼
院落、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重大活动场所等重
点区域做到一处一预案。“北京相关区县和单位加
快38处挂账督办积滞水点治理，其中16处已完成
工程改造，其余22处制定了应急度汛措施。”北京
市防汛办公室总工程师刘洪伟表示。

针对易积滞水的点段，北京市交通委已制定
了 500多条公交绕行方案。如遇暴雨，客流增加、
线路运力不足时，将投入备班车辆，并适时延长
公交运营时间。北京市还与周边省市建立应急联
动机制，如遇道路中断，将及时调整省际客运线
路，避免旅客滞留。

下凹式立交桥区是城区防汛“短板”，而北京
又是缺水城市，雨水成为宝贵水资源。因此，有
必要将防汛与治水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发挥调蓄
池的调蓄作用，加强雨水的集蓄和利用。北京市
排水集团负责人介绍，集团所属的 84个雨水泵站
和34个调蓄池已做好准备。2013年起集团启动实
施中心城区 75座雨水泵站的升级改造工程，在着
力增强泵站防汛排水能力的同时，通过建设调蓄
设施加强雨水集蓄利用。目前，47座雨水泵站的
改造已完成。

根据计划，北京市最终将修建 61 个调蓄池，
蓄水能力将从目前的 14 万立方米增至 21 万立方

米，接近陶然亭湖的蓄水量。调蓄池在桥区排水
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启动运行，实现削峰功能，同
时积蓄雨水，今年将首次监测其水质指标，再视
数据情况分别用于道路降尘、绿化灌溉、洗车、
补充河道景观用水等。

北京市防汛办指出，在全面推进中心城区下
凹式立交桥泵站改造的同时，今年北京市还将郊
区下凹式立交桥特别是穿铁路桥纳入防控范围，
全市437座下凹式立交桥全部落实“一桥一策”应
急排水预案。

“今年重点完善城区防汛网格化管理。”刘洪伟
说，城六区将河道非法占压、行道树木倒伏等工作
纳入网格化管理。为进一步加强责任制落实，全市
83个防汛分指挥部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并严格执
行汛期应急值守制度，确保24小时有人员在岗。

今年汛期，京津冀三地联动防
汛机制将启动，从而提高流域性大
洪水的应对能力。刘洪伟介绍，北
京市流域与天津、河北相连，北京
的降雨可能向下游倾泻，外地的降
雨也会对北京的汛情产生影响。“京
津冀三地联起手来共同防汛，在防
汛信息共享、联合会商、联合查
勘、协调调度及抢险等多个方面建
立了联动机制。”

按照 《北京市汛期防汛信息报
送办法》，北京市防汛办要对全市各
防汛指挥部的防汛信息统计汇总，
其中重要汛情信息同时向天津、河
北防汛指挥部通报；重大防汛信息
经批准后，统一向社会发布。

今年汛期，市民仍然可以通过
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手机短
信、“北京服务您”手机客户端关注
预报预警。同时，“北京防汛”微信
公众号也于近期开通，包括防汛气
象、汛情信息、防汛科普、实时降
雨、实时道路积水情况等均可查询。

干旱暴雨可能交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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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立交桥防汛“短板”补齐立交桥防汛“短板”

老北京的精神
□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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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了北京媳妇 梦想建立NGO

“洋北漂”扎根京城要圆环保梦
李 梦

用小创新解决大问题

8800辆柴油公交车改造
每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28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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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大望路的排水集团抢险大队场站，
抢险队员们在大型排水泵车“龙吸水”前进行设备应
急安装训练。 饶 强摄

近日，在位于大望路的排水集团抢险大队场站，
抢险队员们在大型排水泵车“龙吸水”前进行设备应
急安装训练。 饶 强摄

洋 人 在 北 京

罗伯特代表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在哥本哈根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