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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来到位于长沙韶山北路的湖南盘
古天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走进大厅，
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眼睛感觉到凉爽
爽的，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盆盆株形美观、清
翠欲滴的红豆杉盆景，这也是笔者第一次认
识红豆杉的模样。

盘古天润公司的董事长———杨总告诉
笔者，红豆杉是 250 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时期
遗留下来的珍稀濒危物种，是植物中的“活
化石”。 1994年红豆杉被我国定为一级保护
植物， 全世界 42 个有红豆杉的国家均称其
为“国宝”， 是名符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红豆杉属 CAM 类植物， 它有八大特
点：植物“熊猫”：被列为国家一级珍稀濒危
野生植物。

24 小时放氧：据专家实验，两株三年的
红豆杉植物， 净化空气的效果相当于几十平
方米的草坪。一盆小小的红豆杉，可以提高一
间 20平方米的居室负氧离子的含量上百倍。

高效净化室内空气：降解室内装修所释
放甲苯、甲醛、二甲苯、苯等有毒气体。 同时
还可以吸收 CO、CO2、SO2、尼古丁、二手烟
等有害气体。

提炼紫杉醇： 紫杉醇是晚期癌症的良
药，具有广谱、高效、低毒的特点。 对晚期乳
腺癌、卵巢癌、食道癌、鼻咽癌、膀胱癌、淋巴
癌、前列腺癌、肺癌等有显巨的疗效，被全球
医学领域誉为“晚期癌症的最后一道防线”。

驱蚊避虫：红豆杉生长时能挥发一种物
质———香茅醛，有驱蚊避虫的效果。

红豆杉树龄可长达几千年、 被誉为长
寿、吉祥树。 七、喜阴、耐高温、耐低温，易养
易活，被誉为健康树。

上等盆景、四季常青、果实鲜红、富贵高
雅、美化环境，领养增值，绿色银行被誉为摇
钱树。

杨总还告诉笔者，红豆杉是一个潜力发
展巨大的产业，就在于红豆杉这个古老的生

命具有广阔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环保价
值、药用价值、观赏价值。公司要在每个城市
发起一个室内造林运动，让我们的城市变成
一座座森林城、氧吧城、环保城。改善人们的
生活环境，提高城市人的生活质量，为节能
减排，生态环保做出我们的贡献。

盘古天润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技术上彻
底解决了红豆杉的人工繁育、 栽培和大规
模、集约化种植等关健技术，成功培育出适
应于南北不同土壤与气候条件生长习性的
红豆杉新品种———TY-6号南方红豆杉。 为
此公司推出了盘古天润红豆杉十年育树造
林计划， 在河南省桐柏县拥有 50 年林权证
的林基地 12 万亩， 公司将打造中国最大的
红豆杉林业基地，为公司将来红豆杉提炼紫
杉醇做好原料基地的准备，同时也为我国即
将进行的碳交易打好林地储备。公司第一期
4000亩林地已经耕整，植树造林的前期配套
设施已基本到位，预计用 3-6个月时间首批

红豆杉就可种入林地，现正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当中，同时盘古天润公司也希望与有投资
眼光的各界人士通过林地配送植树造林和
爱心领养美化家庭等合作方式，加快红豆杉
产业的发展，详情可以登陆公司网站（www.
pgty2011.com）了解。

谈及下一步的计划， 杨总兴奋地说：
“我们努力奋斗、带动二十年,建设千万亩红
豆杉生态林。 让我们的城市变成一座座森
林城、氧吧城、环保城！ 让我们农村的荒山
野岭变成秀美山川！ 红豆杉的全身都是宝，
造福于人类健康的高科技延伸产业也在公
司的发展规划当中， 通过全民育树造林行
动，向哺育我们人类的地球补偿！ 让我们曾
经拥有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重新回到
我们的美好生活当中， 让红豆杉这种古老
的生命，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造福大众
苍生”。

■赵建党

让古老的生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访湖南盘古天润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红豆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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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6日晨， 中国驻洛杉矶领
事馆发生枪击事件。 一男子开枪射击后
逃逸。所幸子弹只将大门玻璃打坏，未造
成人员伤亡。 嫌疑人为一名60多岁 、白
头发的亚洲人，已自首。

男子连开十多枪
《洛杉矶时报》报道称，15日下午，一

群抗议者与领馆外的安保人员发生冲
突，他们向安保人员开枪，但是没有射中
目标，子弹全都从正门打入领馆内。

另据法新社报道， 当时一群抗议者
来到领事馆门前示威， 并与安保人员发
生冲突。 一名示威者随后跳上旁边的汽
车，掏出枪连续按动了十几下扳机。

美国一警方发言人称， 嫌疑人开射
数枪，但是显然都射进领馆内，没有人受
伤。“没有证据表明嫌疑人有前科。”他还
补充道， 中国领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商
业区和好莱坞之间，毗邻韩国城。

《洛杉矶时报》最新的报道援引洛杉

矶警方的消息称， 涉嫌枪击的一名男子
已经向警方自首 。 警方未透露这名男子
的身份，只表示其现年60多岁。警方还表
示，已经缴获枪手使用的武器。

未造成人员伤亡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闻发言人樊

锦证实， 当地时间12月15日14时15分
（北 京时间16日6时15分）， 一男子持枪
向领馆正门开数枪后逃逸， 暂无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领馆已经第一时间通知美国当地警
方到场。同时，向美国务院驻洛杉矶领团
安全办提出交涉 ，要求缉拿凶手，将歹徒
绳之以法，确保我馆及人员安全。

樊锦说，“事件发生时领馆人员都在办
公， 听到外面响起十几声枪响， 凶手随后逃
跑。”

对于凶手已自首的消息， 中国驻洛
杉矶总领馆发言人樊锦表示， 已经听说
此事，领馆正在和警方核实。

日本记者15日爆料，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泄漏事故后，黑社会组织插足清理工作，迫使
其债务人进入核电站，以此抵偿欠债。

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随
即予以否认。

派“债奴”做清理人员
自由记者铃木友彦（音译）现年45岁，数

年来跟踪报道日本黑社会组织。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后， 铃木友

彦受雇于反应堆制造商下属的一个分包商，
于7月和8月从事核电站废水处理的相关报
道。正是基于这段时间经历，铃木写就新书。

他在书中写道， 黑社会组织在福岛第一
核电站清理工作中发挥不小作用， 向核电站
输送“大约一成工作人员”。

按铃木说法， 黑社会组织派遣的清理人
员是不堪高额利息负荷的“债奴”。这些人可
以通过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这一外界普遍认为
危险的地方工作，用以清偿积欠债务。类似还
债方式“将继续发生”。

批东电急于草率建设
一些日本媒体先前报道， 日本首相野田

佳彦定于16日17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
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已实现“冷停堆”，即实
现低温低压稳定状态。

然而，铃木15日给出警告。这名自由记者说：
“为尽快实现冷停堆，（东电）正急于草率建设。”

法新社援引铃木的话报道， 福岛第一核
电站仍处在“危机状态”。

按计划， 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打算在今
年底之前实现“冷停堆”，但政府专家小组估
计，安全关闭核电站至少需要30年。

东电公司出面否认
铃木矛头直指东电，后者随即出面否认。
东电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说， 黑社会组织

参与核电站清理， 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我们
依法行事，反对犯罪团伙。我们清楚承包商会
恰当雇佣员工。”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12月15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
民表示， 中方对韩民间团体到中国驻韩
使馆前示威并出现过激言行表示严重关
切，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交涉，要求韩方确
保中国驻韩使领馆及中国在韩人员和机
构安全。韩方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保护在韩中方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另据1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
道，韩国仁川法院15日对扣押的9名中国
船员发布拘捕令。 中国船长程大伟的罪
名是“杀人”，但程大伟否认“杀人事实”。

亚裔男枪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连开十多枪，白头男逃逸后自首 是否韩裔暂未确认，未造成人员伤亡

韩民间团体示威言行过激，中方提出交涉

日本记者爆料：黑社会插手清理福岛核电站

欠钱，就派去清理核电站
韩警扣我渔船平均每天1艘

根据韩国海洋警察厅的资料显示，
今年1月到10月， 韩国西部海警厅扣留
290多艘中国渔船， 几乎平均每天一艘。
由于韩方准予中国渔船进入的船只数和
渔获配额越来越少， 执法检查也越来越
严格， 使得更多的中国渔民不得不进行
非法捕捞。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调查

▲洛杉矶警方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
口查找弹头。 新华社 图

▲12月15日， 洛杉矶警方封锁中国驻洛
杉矶总领馆周边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