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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乡地处湘赣边界， 因浏阳
河源头之一的小溪河蜿蜒贯穿全境
而得名。 田心村小溪河畔， 一个以
“罗汉松”为主题的公园成为孩子们
嬉戏、大人们休憩的乐园。

千年罗汉松就在罗汉公园内。
进入公园， 一棵形态飘逸的巨大罗
汉松扑入眼帘，树高约14米，树围五
位成年人才能勉强合抱。树蔸丛生，
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给人以苍劲之

感；华冠如盖，覆盖百余平方米。
罗汉松树龄约1900年，是湖南

省寿命最长的罗汉松、 古树名木中
的“鼻祖”。历经千年，这棵千年罗汉
树早已成村民们的精神象征。 罗时
萍告诉记者，每逢过年，村民们会到
罗汉树下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平平安安。 村民说， 在上世纪80年
代，就有人出价百万元想买走它，此
后又有很多人来买，都没有成功。

本报5月21日讯 在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2019生
物多样性日湖南主场活动今日
在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正式开启生物多样性保护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展示全
省取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成果，唤醒大众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意识。

2008-2009年， 全省开展了
首次省域范围的生物多样调查与
评价。根据调查结果，湖南省动植
物种类共有6254种，仅就野生动

物而言， 有59种濒临灭绝。2011
年， 全省组织开展了自然保护区
基础调查，至2018年底，湖南省共
有2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个
省级自然保护区、117个市县级自
然保护区。

启动仪式结束后， 参会相关
领导、嘉宾、师生代表参观了全省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教学科
研成果、社会服务成效、宣传教育
优秀设计作品展示， 参与专家讲
座等科研交流活动。

■记者 和婷婷

浏阳1900岁“树王”长新叶，有专人看护
树高约14米，5个成年人才能勉强合抱 这几年两次“患病”，都得到了及时有效救治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的“活化石”。在湖南各地生长着很多鲜为人知
的古树名木，历经千百年岁月磨砺，与人类共生长。罗汉松，树形古雅，
种子与种柄组合奇特，形似罗汉而得名，在南方较为常见。树龄千岁的
罗汉松你见过吗？在浏阳市小河乡，就生长着一棵1900岁的罗汉松，此
前入选了“湖南十大树王”，是全省甚至全国同物种当之无愧的“树王”。

■记者 李成辉

“老寿星”毕竟年事已高，身体
有恙在所难免。“这几年它‘生’过两
次‘病’。”浏阳市林业局绿委办副主
任罗志林介绍，2016年， 其主干出
现枝叶枯萎，整株叶片泛黄，树枝和
枝干多处腐朽。 小河乡林业站邀请
技术人员对古树实施救护， 对树干
进行消毒，用黄土、生石灰与熟桐油
混合物对较大树洞进行填充。同时，
还给罗汉松搭了一个小小的“凉
棚”，帮它顺利度过酷暑天气。

没想到， 次年夏天的高温，“老
寿星”又出现了“不良反应”。负责守

护这棵树的小河乡林业站工作人员
发现，其主干再次出现了枯枝，原本
苍翠的叶片里也出现了黄叶。 当地
林业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省林
业局求救。 林业专家仔细查看了罗
汉松的生存环境和生长态势， 对症
下药： 将罗汉松下的水泥石板拆除
范围扩大，在树下种植吉祥草、麦冬
等，禁止游人大肆踩踏；同时可对枯
枝进行修剪，采取“滴灌输液”等方
式帮助罗汉松度过夏日高温。

终于， 在众人的精心呵护下，
“老寿星”长出了新叶。

三湘都市报记者现场看到，在
“老寿星”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湖
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牌”，扫描保护牌
左下方的二维码，“树王” 的身份信
息全部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小河乡乡长罗平介绍，“老寿
星”不仅有自己的“户籍”，他们还安
排了专人负责管护， 组织专人进行
巡查，实时了解它的生长情况，发现
病虫害及时进行救治。

工作人员还给“老寿星”配了
五根“拐杖”，将枝繁叶茂的枝干
托住，以防“老寿星”躯体不稳致
倾倒；其身下的地面上，还插了七
根“排气管”，以增加树根的透气
性； 一条塑料管从地下一直延伸
到“老寿星”头顶。浏阳市林业局
工作人员说，天热的时候，能给它
洒水降温；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
给它施肥。

小科普

古树：指树
龄在100年以上
的树木，古树分
为国家一、 二、
三级。 其中，一
级古树树龄500
年以上；二级古
树树龄300年至
499年间； 三级
古树树龄在100
年至299年。

名木：指在
历史上或社会
上有重大影响
的中外历代名
人、领袖人物所
植或者具有极
其重要的历史
文化价值、纪念
意义的树木，国
家级名木不受
树龄限制，不分
级。

长沙动用直升机喷药灭虫
本报5月21日讯 今天上午，

多架次直升机在长沙市多个起降
点起飞，同步开展飞防作业。长沙
市2019年度松褐天牛联防联治
联检项目正式启动，长沙将于5月
至7月间对近25万亩松林进行飞
机防治作业。 所有药剂对人畜无
害，对环境无污染。

长沙市林业局启动了全市联
防联治联检的防控项目， 全市防
治面积将达25万余亩。6月5日
前，长沙将全面完成长沙县、浏阳
市、宁乡市等 7�个区县（市）第一
次防治作业；6�月末或 7�月上旬
将完成第二次防治作业。

■记者 李成辉

全省59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生物多样性保护系列活动开启

5个成年人才能勉强合抱树王

配有“拐杖”、“排气管”，专人看护保护

“老寿星”也“生”过“病”新生

5 月 21 日，“汽车后市场·诚
信服务联盟成立一周年暨服务
标准开放平台启动仪式”在北京
举行， 途虎养车创始人兼 CEO
陈敏在会上宣布，汽车后市场服
务标准开放平台正式启动，同时
发布的还有酝酿已久的途虎养
车工场店服务标准评价体系。

汽车后市场服务标准
开放平台诞生

据大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诚
信服务联盟成员品牌已从 28 家
增长到 56家，未来诚信服务联盟
将从关注正品供应，关注整个中国
汽车产业链，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2018 年 5 月，由途虎养车与
人民网共同发起的汽车后市场·
诚信服务联盟正式成立，3M、壳
牌等汽车养护服务产业链上的
28 家国内外主流品牌成为联盟
首批成员。

途虎养车与联盟成员一起，
从根源上强化正品供应，实现消
费端即时溯源。 通过数据互通、
合作授权等方式，实现品牌强强
联合，构建了汽车后市场领先的
正品体系。 诚信服务联盟成立一
年来，其推动汽车后市场更加公
开透明的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信赖。

在供应链端实现产品品质的

严格把控后，如何在服务端保障服
务标准化，关系到消费者信任的延
续。 因此，诚信服务联盟将 2019
年的目标定位于服务端的全面升
级， 面向整个汽车后市场行业的
服务标准开放平台应运而生。

平台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技
术的有力支撑， 腾讯成为平台的
强大后援。据悉，腾讯将凭借强大
的云技术和大数据支撑， 对车主
用户精准分析， 为车主提供更个
性化和更优质的服务。

途虎养车工场店服务标准
评价体系正式发布

启动仪式上， 途虎养车工场

店服务标准评价体系也正式对外
发布。 而该服务标准评价体系也
是首批上传该平台的服务标准，
预计未来诚信服务联盟各大品牌
将陆续上传各自服务标准， 使平
台或将成为消费者在购买、 享受
不同品牌产品和服务时， 重要的
服务验收标准。

为传承工匠精神， 鼓励技师
精进技术水平， 途虎养车计划举
办全国技师大赛， 评选技师中的
“技能王”，进行品牌技师认证，颁
发认证勋章。

为促进标准化服务流程的落
地执行， 途虎养车正在全国范围
内成立“千人督导团”，邀请汽车

后市场品牌方、媒体记者、行业专
家，以及消费者成为督导团成员，
监督标准执行情况。 途虎养车还
从“千人督导团中”，选聘 10余位
“诚信服务宣传大使”。

未来途虎养车还将与人民网
一起， 邀请全国主流媒体走进汽
车后市场企业、工厂，以及联合社
会影响力广泛的公益组织等，开
展系列公益活动。

最后， 在圆桌论坛环节，来
自同济大学、 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埃克森美孚、德雷威的行业
专家和企业高管，就“中国汽车
后市场服务标准化”问题，进行
了专门探讨。

途虎养车主导建立汽车后市场服务标准开放平台 引领行业标准化升级浪潮

1900岁的罗汉松王需要5个成年人手牵手才勉勉强强抱
住。 陈凯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