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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知识 你知道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近日，欧洲联合胃肠病学周发布了一项新研
究成果，首次确认：在人类的大便样本中发现有塑
料微粒。8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主动参与试验，结
果表明，根据这8位参与者大便的样本测试，发现
不仅这8人的粪便中都含有塑料微粒，并且塑料类
型多达9种，平均每10克粪便中就含有约20个微
塑料颗粒。

塑料既融入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其降解最快也需300年以
上，现已成为污染土壤、海洋，甚至空气、人体的罪
魁祸首。

面对一次性塑料污染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全球多地政府今年掀起“限塑”热潮，餐饮巨头也
纷纷停止供应或承诺不再供应塑料吸管。塑料吸
管虽细小，但难以循环利用，会给我们的环境以及
其他生物带来严重危害。目前，全球塑料吸管的
消耗量惊人，仅美国就每天丢弃约5亿根塑料吸
管，接起来的总长度可绕地球两圈半。

近日，美国肯德基公司、韩国知名连锁咖啡店
“安琦丽诺咖啡”等纷纷在店内停止提供塑料吸
管；麦当劳也拟于2019年内在英国、爱尔兰门店
换用纸质吸管，在美国部分门店试用非塑料材质
吸管；星巴克公司旗下所有咖啡连锁店计划在
2020年前告别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可减少10亿多
根塑料吸管。

2018年起，中国全面禁止废塑料等24类固体
废物入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
索尔海姆认为，中国打击塑料“洋垃圾”进口，对于
富裕国家来说是个信号，它们应该加强回收，减少
塑料吸管等非必要产品。

英国政府今年年初宣布，计划在英格兰推动
新“限塑令”，以全面禁止销售塑料吸管、塑料搅棒
和带有塑料棒的棉签等一次性塑料制品。

欧盟委员会于今年5月提出“限塑令”方案，建
议禁用塑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由更环保、更
可持续的材料制成的吸管来代替塑料吸管。

在欧盟禁令正式出台前，德国多家超市已纷
纷推出“限塑”计划。德国雷韦集团和连锁超市

“利德尔”7月宣布，在销售门店全面停止提供塑料
吸管制品。连锁超市“埃德卡”也表示要开发可重
复使用的物品，以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

越来越多的美国地方政府也正在着手应对塑
料吸管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佛罗里达州、新泽西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城市已经禁用塑料吸
管。今年7月，西雅图成为第一个禁用塑料吸管的
美国大城市。纽约、旧金山等部分城市也推出了
禁用塑料吸管的立法计划。

由于塑料吸管难以反复利用，多数餐饮店也
不将它们归入可回收废弃物，因此塑料吸管的最

终命运是落入垃圾填埋场或漂浮在海洋上。一根
塑料吸管的使用寿命大约只有 20分钟，却需要
200多年才能自然降解为小分子。而进入水域的
塑料吸管又经常会被海龟、海鸟、鱼类等动物误
食。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夫
发表声明说，一次性塑料制品对海洋来说是一种
祸害，对环境和野生生物会带来严重伤害，人们必
须现在采取行动以保护海洋生态。

统计显示，包括塑料吸管在内，全球每年有
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对海洋生物、渔业、
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造成经济损失达 80亿美
元。塑料垃圾每年导致上百万只海鸟、10万头海
洋哺乳动物和难以计数的鱼类死亡。有研究显
示，如果对现状置之不理，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
料垃圾重量将超过鱼类总重量。

塑料垃圾不仅危害海洋生物，也会威胁人类
健康。塑料垃圾在海洋中会逐步破碎，形成大量
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颗粒本身
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在水中吸附的有毒有
害物质会通过食物链累积，最终进入人体。

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普通消费者尽量减少使用
塑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彭
尼·林德克说，“限塑令”会帮助消费者改变使用塑
料吸管的习惯，消费者很快就能适应替代品。如
果越来越多企业推广纸质吸管等替代品，替代成
本就有可能下降，成本因素也不会让商家在遵守

“限塑令”时感到为难。
在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索尔海姆发文呼吁消

费者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购买可循环利用
的商品，在生活中养成合理消费习惯。消费者不
能仅仅扮演参与者的角色，也应该成为推动供货
商和零售商行为变化的驱动因素。

美国著名海洋学家西尔维娅·厄尔也对公众
提出了具体建议：“你可以摒弃至少一种你在生活
中常用的塑料制品——可以是塑料吸管，可以是
塑料水瓶，也可以是塑料购物袋。”

“塑料污染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的恶劣程度，
正是积少成多的过程。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
过程，集腋成裘，最终逆转现有趋势。”厄尔说。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全球多地禁用塑料吸管全球多地禁用塑料吸管

自来水胶印
绿色环保

□张东强

“自来水胶印系统”创新技术不
久前在云南昆明发布。“零醇类平版
印刷系统”，被俗称为“自来水胶印系
统”，即用“自来水”替代“润湿原液”
印刷的创新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
推广有助于实现印刷行业绿色发展。

“自来水胶印系统”利用胶印“水
墨平衡的原理”，提高水路系统中水
辊的亲水性，采用物理的润版方式来
代替化学制剂的润版方式，润版液里
完全不使用酒精、异丙醇或者其他的
醇类、醚类替代品，润版水摊薄成膜
的能力大幅提升，可以在润版水中完
全没有酒精或异丙醇的情况下，仍能
将润湿液均匀地摊薄成膜。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
环保清洁，免除“酒精”“润版原液”
等易挥发物质，彻底消除醇类危害；
排除酒精等易燃物在生产安全中的
隐患；减少废气、废液排放，改善车
间环境质量，维护员工的健康，且自
来水可循环使用，从本源上解决了环
保问题。

评估专家表示，该成果针对印刷
行业报纸轮转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传统润版液存在的化学物质污染和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问题，研发了“报
纸轮转机自来水胶印系统”，获得了
国内外发明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从源头上解决了传统润版液的污
染难题，技术创新应用效果显著。

该技术于2015年研发成功，已获
得中国发明专利、美国及欧盟发明专
利授权。

新西兰致力首推
空中出租服务

□郭磊 田野

城市的摩天大楼之间，垂直起降
的小型飞行器在天际线上来回穿梭，
人们可以随性出行……

这科幻电影般的画面或在不久
的将来成为现实。新西兰航空公司
与新西兰西风航空公司近日共同宣
布，双方已签署协议，致力于在新西
兰推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的“空中出
租”服务项目。

新西兰西风航空公司的空中出
租原型机“科拉”至今已在新西兰南
岛坎特伯雷地区和美国的试验基地
进行了累计700小时的试飞。它可搭
载2名乘客。

据西风航空公司负责人透露，他
们就该项目与新西兰航空监管部门
的沟通进展迅速，相信在6年内即可
推出空中出租服务。

“科拉”是无污染、零排放、自动驾
驶的飞行器，两翼共配备了12个小型
旋翼，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落，也可
像固定翼飞机一样借助跑道起飞。在
空中时速可达约170公里，飞行高度
在150米到900米之间，续航里程大
约为100公里。“科拉”可用于解决大
城市交通拥堵情况下的短途出行。

西风航空公司是美国谷歌公司
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投资的硅谷飞
行器公司“小鹰”在新西兰的运营
商。新西兰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克
里斯托弗·勒克森说，合作伙伴西风
航空公司在自动驾驶飞行器载人飞
行领域有独特优势，双方将长期深度
合作，确保自动驾驶载人商业飞行尽
早在新西兰成为现实。

新西兰研究、科学与创新部部长
梅根·伍兹证实了这一项目的进展。
她说，新西兰致力于在 2050年前实
现全国的零碳排放，为此政府会全力
支持“空中出租”服务早日成真。

□张曼

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近日通过“修
订国际单位制”决议，正式更新包括国
际标准质量单位“千克”在内的4项基本
单位定义。新国际单位体系将于2019
年5月20日世界计量日起正式生效。

新国际单位体系采用物理常数重
新定义质量单位“千克”、电流单位“安
培”、温度单位“开尔文”和物质的量单
位“摩尔”。以基本物理常数定义计量
单位，可大大提高稳定性和精确度。

其中，最受关注的“千克”定义，将
以量子力学中的普朗克常数为基准，其
原理是将移动质量1千克物体所需机械
力换算成可用普朗克常数表达的电磁
力，再通过质能转换公式算出质量。

此前近130年来，“1千克”这一质
量单位由一个直径和高度同约为39毫
米的铂铱合金圆柱体定义，即“国际千
克原器”，外号为“大K”。“大K”原器保
存在巴黎西郊一间地下储藏室内，其质
量受空气污染和氧化等因素影响出现
细微变化，已难以适应现代精密测量要
求。因此科学界一直想用一种基于物
理常数的定义来取代。

国际计量大会近几十年先后修改
了多个基本计量单位的定义。国际单
位制是全球一致认可的测量体系，包括
7个基本单位，分别是长度单位“米”、质
量单位“千克”、时间单位“秒”、电流强
度单位“安培”、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
文”、物质的量单位“摩尔”和发光强度
单位“坎德拉”。

“千克”被重新定义
“大K”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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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茶北移南茶北移””突破纬度极限突破纬度极限

□本报记者 白莲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起茶
叶的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我国的南部
地区。

如今，经过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些
茶树品种跨越纬度界限，扎根北疆沃土，实现
了“南茶北移”。

走进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内蒙古绿
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光伏农业园区展示厅，水
流潺潺，移步换景，如若置身江南水乡。

科技特派员周涛为记者沏了杯茶：“尝
尝，这是我们园区自己产的皇菊茶，相对于南
方茶，咱们这是‘北茶’。”透过玻璃杯，金黄色
的菊瓣在水中徐徐舒展开，一朵饱满飘逸的
菊花跃然眼前。周涛和记者聊起了他的“茶
事”。

周涛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设施农业和
园艺专业，2017年被聘为呼和浩特市科技特
派员。

“这几年，休闲观光特色农业发展迅速，许
多农业园区综合体更注重在‘特’字上做文
章。呼和浩特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
件，符合发展特色农业的各项基本要求。”周涛
介绍说，上世纪50年代开始，山东省“南茶北
引”的成功为高纬度地区引种茶树提供了宝贵
经验。

以“让内蒙古人喝到自己产的茶”作为使
命，周涛有了将茶树继续往更高纬度的呼和浩
特发展种植，从而获得更高品质茶产品的想法。

“茶产业在我区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
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可为当地农业发
展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带动当地农产
品种植业和加工业发展。”2017 年，周涛带

领园区引进“光伏设施茶树”种植技术，将茶
树生态化种植到北纬 40°以北的呼和浩特
地区。

该技术将“新能源+新农业”创新结合，把
光伏电站融入现代农业设施大棚，棚顶发电、
棚下种植，实现了农业和光伏新能源产业的有
机结合，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产出，增加了农户
收益。

呼和浩特市四季分明，夏季高温、高辐射、
干燥，冬季低温、弱光，土壤偏碱性，本身不适
宜茶树生长。但是，随着设施农业大力发展和
科技力量增强，只要打破一些关键技术制约瓶
颈，就能让很多不可能变为可能。

就拿龙井茶树来说，其喜欢湿润多雨的环
境，而在干旱苦寒的呼和浩特，由于棚内湿度
不够，茶叶“干尖”问题频出；再加上棚内温度
过高，试验区的龙井茶树都“开了花”，严重影
响茶叶产量。

周涛在试种龙井茶树的过程中总结出，
“南茶北移”主要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有3个，
即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PH值）。

研发团队首先通过硫酸亚铁对土壤进行
改良，使土壤PH值处于中性，然后以地面喷
灌的方式来增加大棚湿度，但茶叶“干尖”问题
并未解决。

最终，经过反复实验论证，研发团队通过增
施氮肥控花，适度遮阳和空中微喷等方法来降
低温度、提高湿度，在大棚内营造出适宜的温湿
度环境，使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呼和浩特四季变化明显，年温差大，日温
差也大。在这种独特的环境气候条件下，茶树
生长速度缓慢，但茶叶内含物质积累更多。由
于冬季气温低，茶树的病虫害较之南方地区大
大减少，保证了茶叶绿色健康。

周涛告诉记者，这种环境下产出的茶叶滋

味更加醇厚、香气更高、更耐
冲泡，因此品质也更好。

“我们引进不同品种，筛
选出适合本地栽培的茶树。
通过土壤培育，提高土壤疏松
性和质量，配合越夏和越冬关
键技术的实施，就有可能实现
茶叶的高效生产。”

这几日，园区内的皇菊长
势正旺，放眼望去，满棚金灿
灿的，芬芳诱人，成为寒秋初
冬的一道靓丽风景。

皇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
花卉，具有很高的饮用、药用、
食用和观赏价值，也是园区主打的另一茶品。

据周涛介绍，去年园区从江西引进皇菊品
种种植，在园区内进行了科学的土壤检测分析
和引种试验。

眼下，20棚皇菊丰收在望。“皇菊花按
朵卖，大的加工完1朵能卖到10-12元，小的1
朵也能卖到5-6元。”常年在园区打工的新城
区保合少镇庄子村村民李慧珍边熟练地采摘
花朵边对记者说：“种个花花草草就能有这么
大效益，这在以前我们哪儿敢想！”

周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标准棚皇菊每棚
定植1000株，每株保留30头，1棚可产鲜花
30000朵左右。经加工、分级、精装后，每朵商品
干花依品级售价在2-12元之间，去年试种了4
棚，总产干花280斤，平均下来，每个棚的毛收入
在10-15万元之间，效益相当可观。

目前，园区建有标准化茶树品种对比试验
园10亩、精品茶园100亩，皇菊生产线1套。
引进龙井43、鸠坑、皇菊、平阳特早、福鼎大白
等国家级良种进行对比适种，筛选本地适宜茶
树品种。

其中，引进的龙井43具有育芽能力强、发
芽整齐、密度大、芽叶短壮、叶色绿、抗寒性强
等特点，适制绿茶，所制龙井、旗枪等扁形茶外
形挺秀、色泽嫩绿、香郁持久。

“种茶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好处——茶苗
可以成活30年，省去了每年春播秋收的农忙，
只需投入人力打理即可。”周涛说，从开始种植
算起，3年之后就可以收茶，8-10年能够达到
亩产约100公斤，按每公斤1200元计算，棚均
收入有望超过10万元。

目前，园区光伏茶棚已有一定规模，初步形
成了“园区+基地+农户”的产业格局，引领当地
农牧民进入茶棚，边工作边学习种茶经验。

下一步，园区里的100多个茶棚将逐步承
包给有种植意向的种植户。标准化示范区投
产后，100亩茶树产值可达600万元，3年后，
可辐射带动周边500亩优质茶园生产与发展。

“作为科技特派员，千方百计帮助农牧民
增产增收，我责无旁贷。我会不遗余力地将经
验和技术传授给种植户，让种植茶树的效益惠
泽更多老百姓。”周涛说。

周涛（右）与农户正在查看皇菊长势。路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