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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榕
江县两汪乡依托当地资
源种植白茶，使其逐渐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产业。目前，榕江县
两汪乡村民建起白茶苗
圃1个，种植白茶8000
余亩。图为在榕江县两
汪乡，村民们正在拔白
茶苗准备移栽。

李长华摄
（人民视觉）

三峡工程175米蓄水成功后，重庆巫山县漫山遍野的红叶与
三峡形成一幅美丽画卷。长江、高山、红叶三位一体，高峡平湖与
漫山红叶交相辉映，景观壮丽。 陈 超摄（图片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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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一直以来，人们对“绿碳”更为熟悉。其实，海
洋也是固定碳、储存碳的一座大宝库。海草床、红树
林、盐沼被认为是 3 个重要的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
研究表明，大型海藻、贝类乃至微型生物也能高效固
定并储存碳。

2009年，联合国发布相关报告，确认了海洋在全
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蓝碳”作为
一个新鲜名词，开始被逐步认可并得到重视。

蓝碳有多厉害？
海洋储存了地球上约 93%的二氧化碳，据估算为

40 万亿吨，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体，并且每年清除
30%以上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海岸带植物生物
量虽然只有陆地植物生物量的 0.05％，但每年的固碳
量却与陆地植物相当。

胡学东说，在
时间尺度上，与碳
在陆地生态系统可
储存数十年相比，
埋藏在滨海湿地土
壤中的有机碳和溶
解在海水里的惰性
无机碳可储存千年
之久。

中国蓝碳发展

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胡学东介绍，中国有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

辖海域和1.8万公里的大陆岸线，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同
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盐沼这三大蓝碳生态系统的
国家之一，670 万公顷的滨海湿地也为蓝碳发展提供
了广阔空间。中国海水养殖产量常年位居世界首位，
贝类和大型藻类产量占总产量 85%左右，不仅吸收了
大量二氧化碳，还能消氮除磷、净化海水，贡献了优
质的食物和工业原料。

促进海洋生态健康

目前，中国蓝碳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科技部、环保部、中

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海洋局先后安排了30多
个涉及蓝碳的科研项目，催生出一批较高水平的科研
成果。“国家‘南红北柳’‘蓝色海湾’等工程的实
施，为推动蓝碳发展积累了经验。”国家海洋局战略规
划与经济司司长张占海说。

“中国广阔的海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扎实的科研条件，为发展蓝碳奠定了坚实基
础，蓝碳发展潜力巨大。”张占海说，发展蓝碳，将会
对这些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生态养护水平；未来，
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变现有保护格局，发展蓝碳还
能提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对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有专家认为，发展蓝碳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途径。蓝碳将有利于分担和缓解碳排放压力，是“减
排”之外的另一条可行路径。

“发展蓝碳，还将促进中国海洋经济健康发展，有
助于构建一个以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经
济新模式和产业链，催生海洋生态工程、生态旅游、
碳交易等新型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张占
海说。

稳步推动试点工作

当前，蓝碳发展迎来重大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增加
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碳汇等手段，有效控制二氧
化碳、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温
室气体排放”；《“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
案》 提出“探索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试点”的要
求；《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提
出“探索建立蓝碳标准体系及交易机制”。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除了大力推进蓝碳增汇工
程，通过修复海草床、红树林和盐沼等提高中国海洋
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还将持续完善蓝碳标准体系，
推动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工作等。

专家建议，把发展蓝碳作为支撑沿海地区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强化蓝碳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建海岸带自然景观，培育海洋生态工程、生态旅游、
生态养殖、蓝碳技术服务和碳交易等蓝色经济新业
态，将沿海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资产和经济优势。

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必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精神统领
和思想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
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出版企业还应坚持
并善于“文以载道、商以传道、创新弘
道”，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明确新方位、新任务，努力做出新成绩、
新贡献。

文以载道是根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

“道”，也是出版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紧紧
围绕，努力宣传、弘扬、阐释、贯彻的根
本之“道”。出版工作承载的是价值取向，
影响的是思想灵魂。出版领域应该自觉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影响社会大
众阅读的基本倾向，着力打造更多时代精
品，铸就更多扛鼎之作，努力为广大读者
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新期待。

商以传道是基础。在国内和国外两个
市场竞争中，文化企业要更加善于以企业
的方式生产文化产品，以商业的方式传播
文化内容，以市场的方式配置文化资源，
以产业的方式增强做大文化贡献的持续发
展能力。要以敏锐的触角、深刻的思想、
大众化的传播，做好选题策划、市场拓展
和品牌塑造各个环节，开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源流，点燃红色革命传统的薪火，
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凝结人类文明进
步的最新成果，打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一流
作品，塑造有时代性、思想性、经典性的文化品格，
进而以书立人、以文化人，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创新弘道是重点。在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大
潮中，既要传承历史使命和光荣传统，更要肩负时代
重托和社会责任；既要盘活存量资源，更要做大增量
规模。要以内容资源为核心，大力推动内容呈现方式
和传播方式的数字化，推动一份内容的多年度、多形
态、多国别表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融合发展
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要抓住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
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推动优秀出版产品进海外高校、研究机构、汉语
课堂、大众市场，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者谭跃，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总裁。本报记者张宝库整理。作者肖像，张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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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纹豆、吴王夫差剑……这些国宝级的青铜
器，以前只能远观，现在可以“把玩”。故宫数字研究
所日前展示最新“科研”成果，23件青铜器完成三维

“证件照”拍摄，参观者可以借助鼠标，“掀开”青铜
器的顶盖，欣赏里面的铭文，也可以“握起”吴王夫
差剑，一试“宝剑锋从磨砺出”。故宫博物院计划为更
多的文物拍摄三维“证件照”，还将成立创新实验室，
引入 VR 技术……“未来故宫”雏形初现，参观者不
仅可以“把玩”国宝，还可以穿越回宫，与名臣相
谈，畅游御花园美景。

青铜器有了三维证件照

狩猎纹豆、吴王夫差剑、雷纹爵……一共23件青
铜器完成三维“证件照”拍摄。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
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掀开”了一件方彝的顶
盖，露出里面的铭文。“这是参观实物展览时难以看到
的细节。”工作人员说。

每一张三维“证件照”均为高精度三维扫描建
模，分辨率达到 8K。“这一清晰度可以满足文物研究
需求，有效减少文物进出库房的次数，从而避免磕碰
磨损等。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到常年存
放在库房的珍贵文物。”工作人员介绍说，要拍摄一张
类似的“证件照”，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每件虚拟文
物大约由 300 万个细节拼成。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
先用相机为文物拍摄高清照片，作为高精度贴图；之

后用手持激光扫描仪提取文物内外信息，并最终完成
建模。

“一般扫描距离是二三十厘米。但有些器物口部比
较小，就会通过远距离、多次扫描来提取内部信息。
凡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信息都可以被提取到。未来
我们希望将技术提升，可以捕捉到一些以往看不到的
信息。”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首批拍摄三维“证件照”的文物均为相
对“皮实”的青铜器，未来将参照同样拍摄标准为瓷
器、玻璃器等更娇贵文物拍照。“除了研究，这些照片
可以随时被压缩，成为游戏开发、科普互动项目的素
材，让更多人在手机上就能‘把玩’珍贵文物。”

穿越回宫畅游御花园

“漫步”在景色宜人的御花园里，弯腰捡起几片树
叶，喂食“围绕”在身边的幼鹿……戴上交互式头
盔，参观者就可以穿越回宫，不仅可以畅游御花园，
还可以走进“养心殿”，在“三希堂”赏宝，与名臣聊
天。

为了营造这百分百真实的虚拟御花园以及养心
殿，故宫工作人员耗时整整两年。

“先要到实地取景，之后参照现存古建图纸等信息
完成建模。”故宫工作人员介绍，新建的建筑、山石，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补上“岁月痕迹”，然后
才是细节开发。“目前我们已经按照历史信息重现了鹿

囿，这在现实中已经不可能被复原。”未来，虚拟御花
园里还将增加类似喂鱼等互动体验。观众在虚拟故宫
中的游览信息将被收集起来。未来，故宫将根据每位
参观者的需求，提供定制服务。“大众化的需求将成为
故宫数字项目开发的数据支持。”故宫工作人员说。

高科技让文物变时髦

故宫引入科技，让文物“活”起来，并非赶时
髦，而是要让文物“活”得更好。

故宫“文物医院”有约 200 名文物修复者，配备
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光是“体检”
设备就有文物专用 CT 机、显微观察设备、材料分析
设备、无损探伤设备等。有了科技设备，文物修复者
依然兢兢业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夫人参观“文物
医院”时，文物修复者正在计算机设备的辅助下，装
裱修复一幅70多年前掉落的古画碎片，整个拼图过程
历时 3个月，修复过程约一年。总统的到来，也没有
分散文物修复者的注意，他们的眼中只有文物。

目前，包括腾讯、“国家建筑师”团队等都有与故
宫合作的项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无论哪种
形式，最终研发的产品不能单纯追求时髦，必须遵从
故宫标准，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我们
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科技手段，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
普通人的生活结合起来。”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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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故宫”国宝可看可“把玩”
刘 冕

中国蓝碳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本报记者 刘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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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这也被称为“绿碳”。

可你知道“蓝碳”是什么吗？

地球被称为蓝色的星球，表面大部分被海洋覆盖。国家海洋局大洋办党委书记胡学东说，蓝碳就

是利用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蓝碳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何作用？未来蓝碳将如何发展？前不久，国家海洋局召开2017蓝碳国际

论坛，众多国际知名蓝碳专家学者和机构，就中国蓝碳发展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充分讨论。

本报电（吴名为） “一个班可以生产3000台手机，产品将
出口到东欧、印度、非洲等地区。”日前，在湖南省郴州市天珑
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负责人蔡勇说，企业只用了6个
月时间，就完成注册、装修、生产线安装并投产。如此高效，
得益于郴州经开区“重效益、轻资产”的招商模式。

郴州经开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靳卫说，为满足企业减
少固定资产投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时间的需求，郴州经开区创
新承接项目的思路，推出集中建设工业标准厂房“筑巢引凤”、给
予租金减免、提供融资服务及公共配套服务等一系列精准帮扶政
策，让企业“拎包入驻”。同时，开发区通过优化服务机制、搭建公
共平台等举措，实现项目快速度进驻、低成本经营、高效率运转。

郴州经开区孵化基地为入驻小微企业提供“三大保障，四大
平台，七大服务”，实现“全天候、零距离、保姆式”孵化服务。截至
目前，郴州经开区孵化基地先后引进中小企业126家，累计完成工
业产值32亿元，实现税收5000余万元，解决就业人员近5000人。

“十三五”期间，郴州经开区将按照优化存量与引进增量并
举、做大总量与提升质量并重的思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着力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以国际化的视野创新领跑，
全力打造“千亿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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