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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汪军
“我的家乡梵净山，红云金顶入云端；

云梯万步天路远，风雨飘飘几千年。”一首
广为流传的歌谣，唱出了梵天净土、桃源铜
仁的天生丽质。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的梵净山，是
武陵山脉主峰。炎炎夏季，走进山麓深处，
云雾缭绕间一切都浑然天成，满眼翠绿令
人陶醉。日前，从海外传来好消息，梵净山
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新成员。美丽而神秘的
梵净山，正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

古老山峰生机盎然
古陆漂移碰撞，火山岩浆迸发，积蓄数

亿年的能量，梵净山横空出世、傲然挺立。
其山体垂直高差超过2000米，连绵的山势、
险峻的沟谷，构成了重峦叠嶂的壮阔景象。

从山脚乘坐缆车而上，一路上常常会
目睹“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的奇特。
到了山顶，可以看到页岩堆积的“万卷书”、
惟妙惟肖的“蘑菇石”、巍峨庞大的“月镜
山”等景观。而想要站上新金顶俯瞰全貌，
还需依靠铁链攀爬金刀峡。

除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这里还有
地球同纬度上保存最完好、最典型的原始
森林，植被覆盖率达 95%以上，享有“植物
王国”“生物资源基因库”的美称。

根据保护区工作人员调查，梵净山繁
衍着野生植物和动物 7154多种，其中植物
4394 种、动物 2760 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近危以上级别植物 49 种、动物 35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7种、动物38种，是
亚热带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栖息地。

“早在2013年就提出申遗目标，如今经
过5年多努力，终于如愿以偿。”铜仁市申遗
办负责人表示。

第 42届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梵净山是
珍稀濒危动植物珍贵的栖息地，古老孑遗
植物的避难所，特有动植物分化发育的重
要场所，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在地球上
的唯一栖息地，水青冈林在亚洲重要的保
护地，理应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新成员。

在此前，世界遗产专家们也多次实地
考察过梵净山。美国生态学博士、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资深评估专家吉姆·桑赛尔发
出感慨：“梵净山就像一个生态孤岛，有很
多物种在里面生存、发展，它的周边就是人
类活动的海洋。”

人类“瑰宝”受到珍视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物力量，使梵净

山集聚了万般宠爱。这一切的美妙，却不
是谁都能有缘识得和有心欣赏。

“实至名归、众心所向。”得知申遗成功
的消息，49岁的广东摄影师何雄周第一时
间在朋友圈分享。十二年间，他为这座山
拍下了10万多张照片。

2006 年，何雄周第一次结识梵净山。
“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贵阳租车过
来，花了两天时间。”他回忆说，到了山脚，
他们又雇了轿夫，俗称“抬滑竿”，把四五十
斤重的器材抬上山。

“太震撼啦！充满了灵气！”何雄周说，
在山顶，他第一次就见到了“瀑布云”和“佛
光”景象。正因痴迷，后来他卖掉了广东的
房子，钻进深山潜心拍摄。梵净山西麓有
一株1300多年的紫薇树，当地村民奉为“神
树”，为了拍摄祭拜场景，他连着三年春节
守候这一幕。

多年的积累，让何雄周萌生了出版画

册的愿望，让更多人目睹梵净山的神奇。
当翻看旧照，对比同一地点的变迁时，他惊
喜地发现梵净山和过去“简直一模一样”，
这也反映了当地保护梵净山的努力。

早在 1956年，梵净山就被国家划定为
天然森林禁伐区。1978年梵净山自然保护
区成立，并组建了专门的保护区管理机
构。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梵净山成为首
批1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

1987年，梵净山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
员，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A级保护区。

地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梵
净山方圆约 567平方公里。而作为世界自
然遗产提名地面积 402.75 平方公里，缓冲
区面积372.39平方公里，涉及周边7个乡镇
22 个 行 政 村 ，现 共 有 居 民 5692 户 ，
21905人。

如何既让村民告别“抱着金饭碗讨饭
吃”的困境，又不破坏山峰的本来“妆容”，
梵净山的保护始终不容懈怠。

未来保护仍在路上
走进梵净山脚下的寨沙侗寨，错落有

致的鼓楼与青山绿水相融。来看山的游
客，几乎都要进寨子，吃一餐农家饭，买一
点山货，跳一场侗族篝火。

50多岁的夏德良曾是一名轿夫，经常
守候在通往梵净山的步道边等待雇主。“过
去，寨子里青壮年男子几乎都在山上抬滑
竿。”夏德良说。

2011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依托生
态资源优势，当地打造乡村旅游扶贫试
点。尝到生态保护的甜头，村民们也自发
立起了“组规民约”，约束村民滥砍滥伐、污
染环境的行为，自觉保护着家门口的“金山
银山”。

数据显示，2017年，梵净山景区全年接
待游客总人数 586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2.14亿元。

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介
绍，总面积约 65万亩的保护区目前仅开放
了4万多亩，不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保护
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环境影响，聘请
大量清洁人员，垃圾每天外运，此外还加大
了林业行政执法力度，推进科研监测和宣
传教育，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

这些具体措施的落实，使得梵净山成
为旅游标志性产品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
到了有效保护。全球濒危的“世界独生子”
黔金丝猴生存环境得以改善，近年来数量
还有所增加。

贵州省申遗工作团团长宋晓路认为，
成功申遗是国际社会对梵净山自然遗产价
值和保护管理工作的认可，是我国着力构
建生态多样性保护网络取得明显成效的
缩影。

据了解，这是中国第53项世界遗产、第
13项世界自然遗产，也是贵州第一个独立
申报的遗产项目。至此，贵州拥有4处世界
自然遗产地，居中国首位。

“我们将以梵净山成功申遗为新起点，
严格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加强自然
遗产地保护的法制、资金、人才和体制机制
建设，持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人类珍
贵的世界遗产，为维护全球自然资源多样
性，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表示。

云梯万步天路远

梵净山何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

新华社哈尔滨7月7日电（记者王
建）在全面抗战爆发纪念日来临之际，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
社会公布了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成员名册，其
中包含了1242名该部队成员的真实姓
名和个人信息，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实
名公布一八五五部队成员信息。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和臭名昭
著的“731部队”一样，都是二战期间侵
华日军在中国成立的细菌部队，主要
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一八五
五部队本部旧址位于北京市天坛公园
神乐署，其辐射的范围包括天津、石家
庄、济南、太原、郑州、青岛等地。

据了解，公布的一八五五部队成员
名册叫《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一八五五
部队留守名簿》，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
部队罪证陈列馆和哈尔滨市社科院七
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通过多
方努力，2016年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获
得，编写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馆长金成民说，通过对这份名册的

研究，最终确定一八五五部队人员共
1242 人，其中核心领导层 16 人，部队
下设 13 个派驻机构，其中 5 个支部、8
个办事处，分布在华北多个地区，主要
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研究，并同
时为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各个师团配备
了专门实施细菌战的防疫给水班。

据悉，这次公开的档案是一份非
常完整的名单，几乎没有太多涂抹，内
容非常丰富。这里面包括所有队员姓
名、出生年月日、国籍、住所，还有直系
亲属、从军履历等。金成民表示，名册
的公开，对于了解一八五五部队的全
貌，特别是它的规模、建制、机构设置、
人员构成，包括它的活动轨迹、核心犯
罪的过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
值和史料价值。

“这份档案是全新的第一手档案
史料，是研究二战期间日本进行人体
实验、发动细菌战极为重要的核心档
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因一八五五部
队核心档案缺失和不足无法深入研究
的困境。”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一问题
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彦君说。

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记者 王
默玲）7月 9日 24时，我国将迎来年内
第13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根据当
前原油变化率水平测算，预计汽、柴油
可能迎来每吨约280元的上调，折合成
升价，92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每升大约
分别上调 0.22元和 0.24元。或将创下
年内成品油价格的最大涨幅。

我国《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
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
价格变化每 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
价生效时间为调价发布日24时。当调
价幅度低于每吨50元时，不做调整，纳
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上一次国内成品油调价发生在 6
月 25日 24时，每吨汽、柴油均下调 55
元，实现了压线“二连跌”。本轮成品
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在 6 月 26 日

至 29日期间出现了“四连涨”，纽约油
价在本月3日一度触及2014年11月25
日以来的最高点。因国内成品油价挂
靠国际油价，受此影响，国内油价迎来
年内第八涨悬念不大。

受国际油价影响，本轮调价期内，
我国成品油调价参照的一揽子原油价
格变化率由负转正，且正向幅度持续
扩大。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7 月 6 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 5日一揽子原油
平均价格变化率为3.12%。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 12轮
调价，其中七次上调、四次下调、一次搁
浅不调，汽、柴油吨价累计分别上调了
535元和 520元。专家表示，未来油价
波动还需看产油大国间的博弈，但在美
国及俄罗斯倾向油价趋稳的态势下，国
际油价未来大概率呈现高位震荡局面。

侵华日军一八五五细菌部队成员名册首次被公开

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八涨

7月7日，是三伏天“天灸”的“伏前加强”日，广州市民来到广东省中医院进
行贴药治疗。“岭南传统天灸疗法”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在人体穴
位上进行药物敷贴，增强抗病能力，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