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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记之选房

“珠峰科学
研究计划”：又
称青藏高原及
周缘复杂地质
过程与资源环
境效应科学研
究计划，从今年
起至2030年，分
三个阶段逐步
实施，每年将有
不少于1000万
元作为引导经
费投入该计划。

“珠峰北坡，死亡随时发生，人类
从未登顶。”在电影《攀登者》中主演
吴京一句不经意的台词，却道出了一
个极为残酷的现实：要登顶珠峰，谈
何容易！珠峰令攀登者向往，科研工
作者也如是。

11月24日上午9点，一项旨在
破译青藏高原密码、揭示地球奥秘，
耗时长达10余年的“珠峰科学研究计
划”正式在成都理工大学启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
学院院士侯增谦，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都理工大学“珠峰科学研究计划”
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成善等领导、专家
出席会议，成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龚
灏主持会议。

据了解，为保障该计划顺利进
行，成都理工大学还成立了“珠峰
科学研究计划”咨询委员会和专家
委员会，共聘请了包括23位院士
在内的，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44
位知名学者担任委员。其中，11位
院士到场参与“珠峰科学研究计
划”启动会。

“珠峰科学研究计划”又称青藏
高原及周缘复杂地质过程与资源环
境效应科学研究计划，从今年起至
2030年，分三个阶段逐步实施，每年
将有不少于1000万元作为引导经费
投入该计划。

据介绍，该计划将开展青藏高原
及周缘复杂地质过程与资源环境效
应研究，有望形成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新范式，支撑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地质灾害与
生态环境全过程监测与预警体系，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工程建
设；这既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
科学命题，也是关乎我国资源能源和
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人类生存环境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许强详细
介绍了“珠峰科学研究计划”。他表
示，青藏高原及周缘是当前全球开展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热点，亦是最有
可能发展和创新地球系统科学重大
理论的最理想场所。由成都理工大学
首创提出的“珠峰科学研究计划”将
围绕“青藏高原及周缘复杂地质过程
与资源环境效应”这一重大科学问
题，运用地球系统科学思维，利用学
校多年深耕这一领域打下的良好基
础，聚集国内外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学
者，共同研究青藏高原及其周缘的巨
型造山带和毗邻的大型沉积盆地形
成的历史、演进机理和地质、资源、生
态环境效应，为破解雪域高原之谜提
供中国人自己的方案。

该计划将通过10-15年的持续
探索和攻关研究，最终实现在地学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产出一批具有国
际一流水准的重要学术成果，在实
际应用上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先进
技术方法体系，建成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的地学研究基地和中心，打造
一支结构合理且可持续发展的高水
平研究队伍的“四个一”目标。并且，

“珠峰科学研究计划”落点明确，瞄
准国际前沿，“生产”一批世界一流
成果，进行广泛国际合作和多学科
交叉融合，最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珠峰科学研究计
划”包括四个主要研究方向：青藏高
原及周缘的“原-山-盆系统形成演
化与地球动力学”“矿产资源成矿规
律、勘探及开发利用”“盆地构造-沉
积分异作用与油气分布规律”“地质
灾害防控及生态环境评价与修复”
等。围绕以上研究方向，成都理工大
学将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
开发，形成原-山-盆系统性研究的
成都理工大学优势和特色，推动和促
进地球科学领域科技进步。

启动会上，“珠峰科学研究计
划”备受专家学者好评，获赞助推科
技进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告诉记
者，心情非常激动。“成都理工大学是
全国五大地质院校中，唯一地处青藏
高原边缘的高校，在地质研究上具备
优越的地域优势。而成都理工大学也
有长期地质研究的基础，在这个时候
启动这一研究计划，对四川省的社会
经济发展、成都市的旅游发展都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今年八十九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刘宝珺院士用“恰好”“恰当”“及
时”三个词大赞“珠峰科学研究计划”：

“这个计划提得恰好、恰当、及时！我们
学校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个人觉
得这个计划正是在最好的时刻提出来
了。我们一定要利用好现在的科技手
段，一方面加强地质方面的预测，另一
方面要融合多学科知识。我今年八十
九岁了，能来参加会议感到非常高兴。
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样的进步，我这辈
子都很高兴！”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施泽明表示，“珠峰科学研究计划”集
中全校的力量，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校
科学研究水平。

启动会后，咨询委员会委员、专家
委员会委员、成都理工大学校领导等
召开了“珠峰科学研究计划”咨询会。

据了解，珠穆朗玛峰也是成都理
工大学校友、前国家登山队副政委、
突击队队长邬宗岳烈士牺牲的地方。
面对建设“双一流”的新时代登峰任
务，成都理工大学在创新实施“珠峰
引才计划”“珠峰攀登计划”“教师发
展支撑计划”三大体系之际，“珠峰科
学研究计划”将汇聚更多学术殿堂的
攀登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珂君 蒋超

“大哥‘泰山’住在都江堰基地，二姐‘宝宝’住在卧龙神树坪基地，我呢？”

大熊猫“分房”记

“大哥‘泰山’住在
都江堰基地，二姐‘宝
宝’住在卧龙神树坪基
地，我呢？”21日凌晨，
旅美大熊猫“贝贝”抵达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雅安碧峰峡基地，接
下来会在隔离检疫区待
一个月。而一个月后，“贝
贝”的新家会在哪呢？

21日，记者就大熊
猫“分房”的问题，采访
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

4个选择
目前中心有目前中心有315315只大熊猫只大熊猫

省内共有四个基地省内共有四个基地

首先，我们看一看，“贝贝”有哪些选
择？据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中心共
有4处基地，分别是雅安碧峰峡基地，都江
堰基地，以及卧龙神树坪基地和核桃坪基
地。目前，大约有六七十只熊猫住在碧峰峡
基地。而住在神树坪基地的大概有80只；核
桃坪的大约有20只。另外还有约40只大熊
猫住在都江堰。

中心目前总共有315只大熊猫，除了住
在上述基地的约210只大熊猫。另外的100只
大熊猫中，约70只左右居住在全国30多个
城市；还有30只左右旅居在国外的16个动
物园中。

工作人员表示，成年大熊猫有很强的领
地意识，所以成年大熊猫一般独居，而大家
看到的群居的大熊猫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大
熊猫的住房包括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平均住
房面积有几百平米，大的有上千平米。

其中“贝贝”的大哥“泰山”，目前14岁，
按年龄看，算是一只“大叔”熊猫，居住在都
江堰基地。而二姐“宝宝”，目前6岁，刚步入
成年没多久，居住在神树坪基地。这样一
看，似乎除了核桃坪，其他三处人气都很
旺，看来还需要深入了解下，再做选择。

3种装修风格
森系森系、、藏羌风格藏羌风格、、川西院坝川西院坝
还有自己会降温的建筑还有自己会降温的建筑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四处基地分别
是什么装修风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贝
贝”目前所在的雅安碧峰峡基地。“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森系’。”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个
风格主要是依托当地良好的原始生态环境。

而卧龙神树坪和核桃坪基地，因为地
处阿坝，所以选择了民族风浓郁的藏羌风
格。包括像圈舍以及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周
围的围墙，就是采用的片石堆砌。而在建筑
设计之初，也融入了碉楼等元素。

走下高原，来到都江堰基地，青砖、瓦
房、四合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川西院坝的
风景。除了朴实飘逸的风格，都江堰基地更
是将川西院坝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风格发
扬光大。而都江堰基地还获得了中国建筑界
绿色建筑最高级别“绿色三星”的认证。

都江堰基地道路采用的是透水混凝
土，除了透水，避免地面积水，还可以收集
雨水。而收集到的雨水会用于冲厕所以及
植物的灌溉等用途。另外都江堰基地的建
筑内是没有空调的。室外温度30度的时候，
室内的温度依然可以保持在22、23度左右。
而其正是通过设计，利用建筑自身的结构，
达到了物理降温的目的。

看到这大家可能有了初步的答案，不
过别着急，因为这些住房的配套，像医疗、
交通等条件工作人员还没介绍。

各种功能
从种群备份场到从种群备份场到““熊猫养老院熊猫养老院””
44个基地各有自己的主要功能个基地各有自己的主要功能

据了解，装修风格的不同只是表面，而
区别4个基地的是它们各自的主要功能。
2003年修建的雅安碧峰峡基地，修建之初
是为了建立四川圈养大熊猫的第二种群备
份场，类似圈养大熊猫基因的诺亚方舟。

“当时主要是为了避免所有鸡蛋放在一个
篮子里的风险。”

碧峰峡基地是圈养大熊猫生存的一道
保障，而大熊猫的种群发展则是依托卧龙
的神树坪基地和核桃坪基地。“大熊猫的发
情、配种、产仔、育幼等繁育过程基本都会在
这两个基地进行”。所以在卧龙居住的大熊
猫，大部分都是以结婚生子为目的的大熊猫
准爸爸妈妈们。同时除了繁育，中心工作人
员还会在核桃坪对大熊猫进行野化放归。

工作人员介绍说，一般雄性大熊猫在6
岁左右成年，而雌性大熊猫稍早，大约在5
岁时成年。作为旅美归国的明星大熊猫，未
来等到“贝贝”成年后，也有可能会搬到神
树坪参与交配繁殖。

最后要说的是都江堰基地，业内人士
一般会称之为“熊猫养老院”。首先，很多老
年大熊猫都住在都江堰基地。根据国家相
关规定，25岁以上的大熊猫就不会再去外
地或外国。目前，大约有20只这样的大熊猫
居住在都江堰基地。

老熊猫住户多是结果，而之所以都江堰
基地会成为“养老院”，是因为在建设基地之
初，考虑其离市区最近，交通条件便利，便于
吸引高端人才参与到大熊猫科研工作中来。
而随着这样的思路，都江堰基地逐渐成为
了四个基地中医疗设备和医疗条件最好的
那个。“都江堰基地的四合院住着舒心，而更
令‘老人们’放心的是其配套的医疗”。

选好了住处选好了住处，，大熊猫大熊猫
还会搬家吗还会搬家吗？？
多的可能隔天就会换
少的一生只搬两次

选好了住处，大熊猫后期生活
中，还会搬家吗？答案是肯定的，但
在不同基地，搬家的次数差异巨大：
其中多的可能隔天就会换地方，而
少的一生只搬两次。像“贝贝”现在
所在的碧峰峡基地，有白熊坪、豹子
山、幼儿园、海归园等几个园区。而一
年下来，基地内不同园区间，大概会
有十多次的调动。而这样的调动主要
是为了增加大熊猫生活环境富集度，

“就是让大熊猫的生活环境更丰富，
避免长时间单调重复”。除了搬家，平
时工作人员也会给大熊猫提供不同
的玩具，像秋千、轮胎等。

除了避免环境单调枯燥，大熊
猫自身的性格不同也是搬家的原
因之一。“有的大熊猫怕人，爱躲
人，我们发现后就会把它从人多的
参观区调换至人少或者不对外开
放的园区去；也有的大熊猫特别

‘黏人’，主要体现在吃方面，到了
饭点，不好好吃饭，守着游客，以为
游客会给它吃的，而基地是严格禁
止游客投食的。这样也会进行调
换，换个环境养成好习惯；还有的
爱搞破坏，不时也要搬家，工作人
员趁机修复植物以及设施……”

而在卧龙神树坪基地，每年的
调动就要多出很多了，频繁的时候
可能隔天就会换地方。这是因为大
量的大熊猫进行“相亲”，需要不断
转场去寻找心仪的配偶。为了让更
多大熊猫彼此认识，基地的工作人
员化身搬家公司人员。

而同在卧龙的核桃坪基地内
的大熊猫搬家的次数，一只手就
能数得过来，只有两次。而核桃坪
基地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不对外开
放的基地。核桃坪基地的大熊猫
野化放归分为一阶段和二阶段。
经过挑选的怀孕的熊猫妈妈，从
怀孕到生下熊猫宝宝的头一年为
一阶段，它们会搬进核桃坪基地
一个大约几千平米大小的家里。

大熊猫搬家大熊猫搬家，，饲养员饲养员
也会跟着搬也会跟着搬家吗家吗？？

“熊猫动人不动”
爱的表达更像父爱

“我们不希望大熊猫对某个
人产生过度的依赖，从长远来看，
它们真正要搬回的家应该是大自
然。”工作人员介绍说，平时中心对
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专业”，而这种

“专业”包括在关心照顾好大熊猫
的同时，把一些感情埋在心中。“爱
的表达方式有很多，我们的更像父
爱”。同时让饲养员接触不同的大
熊猫，也是对饲养员的一种锻炼。

“跟人一样，不同的熊猫性格也不
同，这就需要饲养员去适应”。

而在进行野化放归的核桃坪
基地，在一阶段，工作人员会尽可
能只接触大熊猫妈妈，不接触宝
宝。实在要接触也会穿上伪装服，
并在上面洒上大熊猫妈妈的粪便
尿液，掩盖人类的气味。而在二阶
段，工作人员则会尽量避免与大
熊猫母子接触。

除了减少人为接触，在野化体
系建设和遗传管理方面，中心也在
为大熊猫早日可以重返大自然努
力着。据悉，以前中心一次只能野
化放归一对大熊猫母子。现在随着
野化放归成体系，可以在同一时间
野化放归三对大熊猫母子。

同时在遗传管理方面，中心
也根据配种系数严格控制近亲繁
殖。“0、1、2、3、4、5、6……这串配种
系数代表着两只大熊猫的血缘关
系。”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配种
在3以下，说明两头几乎没有血缘
关系。如果在3以上，例如配种系
数为5或者6，那么这对大熊猫多
半是表亲。“如果是0，那么可能就
是两座不同山头的大熊猫，几乎
没有血缘关系”。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中心人
工圈养的大熊猫已有完整的谱系
图，而中心也会按照国家规定制
定每年的繁殖计划，并严格控制
近亲繁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林聪 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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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科学研究计划”开启
分三阶段实施、每年投入超千万

计划获赞助推科技进步
中科院院士刘宝珺：
恰好、恰当、及时

“分房”记之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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