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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张西望】

■【惊鸿一瞥】

如果在奥地利钓鱼

重庆夜色 飞喵 摄
■【视野】

马尔代夫的潜水会议

马尔代夫，飘浮在印度洋上的
一个群岛国家。它由一千多个珊
瑚岛组成，陆地面积只有 290 多平
方公里，人口约 35 万。这是个非
常小的袖珍国家，由于该国地处印
度洋上，有着美丽、妖娆的棕榈树
和绵长、婉蜒的海滩，风光秀丽，气
候湿润，被称为“旅游者的天堂”，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爱到这里
旅游、度假。
就是这个被称之为“旅游者的
天堂”
、令人羡慕不已的国家，近年
来，却遇到了日趋严重的国家生存
问题。由于地势低平，平均海拔不
足 1 米，随着全球气温变暖，海平
面不断上升，对这个国家造成日益
严重的威胁。联合国政府气候变
化问题研究小组为此发出警告说，
全球海平面如果继续上升的话，马
尔代夫将变得无法居住，最后，整
个国家将被海水淹没。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
近在咫尺的危机和险峻。这几年，
马尔代夫海岸线平均每年以 2 厘
米的速度上升，照这个速度下去，
极有可能在本世纪这个国家将真
正地被从地球上抹去。
马尔代夫政府非常担心，照这
样下去，他们将无法再继续生存下
去。在这种紧迫的形势面前，他们
正积极应对国家将要“消失”的悲
伤，考虑在澳大利亚或者印度购买
一块地皮，然后，背井离乡，将他们
的“国家”举国搬迁到一个“新家”，
安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过一
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如果真的到
了那一步，那将是整个国家的悲哀
和痛苦。
2009 年 12 月，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在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大量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会议。
为了引起这次国际会议各国首脑
对马尔代夫严峻形势的关注，马尔
代夫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真可
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做出了在
海下召开一次特别内阁会议的决
定。
为了召开这次特别的内阁会
议，他要求 14 名内阁部长必须全
部参加佩戴水肺潜水的培训。纳
希德本人因为持有潜水执照，所
以，这次免上培训课。总统纳希德
亲自向各位部长交待，拿不到潜水
执照，参加不了这次海下内阁会
议，就卷铺盖走人。态度不可谓不
严厉，语气不可谓不严肃。各位部
长们深知此次内阁会议非同寻常，
个个心思重重，愁眉苦脸。
纳希德还特意向教练交待，对
这些部长们的培训，决不能马马虎
虎，走过场，要按标准，一个一个地
过关，一个一个地考核，只有这样，
才能从上到下，都能认清形势，认
识到温室气体排放给本国将带来
的灭顶之灾。同时，他还组成了有
各方代表参加的监督委员会，对这
些部长潜水培训进行监督。
这下，可真苦了这些部长。每
天忙完了公务，还要来到潜水馆，
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潜水训练。
他们一次次、一遍遍，反反复复，练
习着水下潜水。教练因为有了总
统特别授权，所以，对他们没有一
点开恩。同时，那些监督人员的眼
睛，像鹰隼一样，让这些部长心如
鹿撞，不敢敷衍。经过一段时间的
紧张培训，这些部长终于拿到了潜

水执照，个个成为合格的潜水员。
他们潜伏在水里，像海豚一样轻
松、自由。
内阁会议如期举行。总统穆
罕默德-纳希德与 14 名内阁部长
们，全部身穿紧身的潜水服，携带
水下呼吸器，在海水里举行了这次
特别的内阁会议。
会上，总统与部长们只能用书
写板和手势进行着交流。看不到
面部表情，听不到说话声，只有那
些不时游动的各种海鱼，毫不胆怯
地“闯进”他们的“会场。”它们东看
看、西瞧瞧，对这些贸然“进入”他
们领地的生灵，表现出一种极大的
好奇和疑惑。看到那些“不速之
客”，参加会议的总统和各位部长
们，
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干瞪眼。
会上，
总统与各位部长，
不时将
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写在书写板上，
举起来让大家看，
用手势比划着。
此时无声胜有声。会议充满
着一种悲怆和沉重的气氛，有种令
人窒息的心悸和无奈。最后，会议
批准了一项倡议，呼吁各国，特别
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大力
削减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关
注、保护好像马尔代夫这样漂浮在
海洋上的小国。
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加速
了南极和北极的冰川融化，吞噬着
人类赖以生存的陆地空间，这不仅
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日趋
严峻的国际问题。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不仅是拯救马尔代夫，也
是拯救人类自己。如果真要让人
类像海豚一样，潜伏在大海里生
存，
那真是人类的巨大悲剧。
李良旭

音乐之都，奥地利萨尔斯堡的
周边，有一片被称为湖区的地方。
大大小小的湖泊远远望去，像一面
面闪亮的镜子，映照着阳光下的阿
尔卑斯山。
近观湖水，呈墨绿色，最深处
可达数百米，水质优良，可以直接
饮用。据说，在目前世界水资源相
当缺乏的情况下，奥地利的水资源
则非常丰富。
靠水吃水，这么多湖，鱼一定
少不了。奇怪的是，这里的人并没
有做鱼的文章，不仅没有养殖、捕
捞，连临湖垂钓也很少。钓鱼不是
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旅游休闲活
动吗？
在奥地利，想要钓鱼，先得上
课，接受培训，培训有关生态环保
的知识，以及如何钓鱼的各种规
定。上了课不算，还要办证，没有
许可证也是不能钓鱼的。如果办
证，就要花钱，钓一天鱼大概得化
多少钱呢？大约 12 欧元。
这么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
本，相信有好多人大概要望鱼兴叹
了吧！如果不是酷爱，只不过想钓
几条鱼改善一下伙食，那干脆还是
歇了吧！一旦知难而退，制度设计
者该满意了，如果钓鱼的门槛太
低，乱哄哄的，湖区的生态环境岂
不被破坏了！
如果有人不培训、不办证，还

是要偷偷钓呢？——首先还是要
相信公民遵章守法的觉悟；如果有
人一定要置规定于不顾，无证偷
钓，一但让路人和邻居知道，多半
会被检举和告发。如果明知故犯，
那麻烦可大了。为钓鱼这件事，弄
得自己身败名裂，不值！
如果真有人不怕麻烦，把证
办好了，钱也交了，可以美美地享
受垂钓之乐了吧？还没完呢！渔
具、鱼饵有规定，甚至鱼钓起来之
后如何处置也有明确规定。按我
们的习惯，鱼讲究吃个鲜活，一般
钓起后用个竹篓，或者用桶养着，
不让鱼儿死去。这个习惯在奥地
利行不通。这鱼如果是打算带回
家吃的，钓起来后要马上砸死，减
少鱼儿的痛苦，如果用一桶水泡
着，让它半死不活的游动，那是虐
待动物……
正是因为奥地利对钓鱼有严
格规定，以及老百姓对规矩自觉遵
守，才有湖区的蓝天白云和湖光山
色，才有可以直接饮用的优良水
质。
在奥地利，
全国 98％的家庭都
装有污水处理系统，也就是说，哪
怕是再偏僻的山岭人家，或是田野
中孤零零的房屋，他们的生活用水
都要经过污水处理系统，都不能直
接排入地下，这个过硬的环保指
标，
让人不得不深感佩服。孙振华

■【奇趣自然】

“谜”
漫两千年的西瓜雪
在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探
险者经常会看到冰雪世界里非常
美丽的一幕：洁白的雪地上出现了
一朵朵红色的“玫瑰”；而对于登山
者来说，高山之巅的白色山峰上，
经常有从上到下的一缕缕深浅不
一的红线。难道在那终年冰雪覆
盖的地方真的盛开了
“玫瑰”
？
其实，公元前 4 世纪的亚里士
多德时代，人们就已经发现这红色
的雪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还描
述过这种红色的雪。几千年来，红
色的“西瓜雪”一直在向登山者展
示着自己的瑰丽，但也一直困惑着
人们。有人推测可能是普通冰雪
被某种矿物或岩石散落的红色氧
化物污染造成的。但让人不解的
是，红色的雪总是在当地的晚春和
夏季出现，难道冰雪被污染也要选
择时间?植物学家的推测是，红色
的雪很可能是一种生长在冰雪中
的红色藻类导致的。科学家对红
色的“西瓜雪”进行了充分研究，例

如用放大倍数合适的显微镜观察，
发现那确实是一种单细胞藻类。
科学家用超声波等方式把这些细
胞打碎，发现它们的细胞液中含有
大量糖分，可以降低细胞液结冰时
的温度。再加上厚细胞壁的保护，
零下 40℃的低温还不至于把它们
冻坏。
这种在冰雪中顽强生长的小
藻叫雪衣藻，是绿藻的一种。雪衣
藻如何变成了红色，这是个很有趣
的过程。秋冬季节，新降的大雪会
把雪衣藻覆盖住，低温会让它们进
入冬眠。春天来临后，融化的雪水
带着地表的“营养”向下渗入雪衣
藻冬眠的地方，受到雪水刺激后，
雪衣藻苏醒过来。神奇的是，来到
冰雪表面的雪衣藻被太阳一晒就
变成了红色，这是因为经紫外线照
射后，雪衣藻体内产生了类胡萝卜
素等多种红色素，鲜明的红色把它
的绿色给掩盖了，这就是雪衣藻呈
现红色的原因。
俞冰

无锡中天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原无锡焦化厂焦化废水处理工程招标公告
受无锡焦化有限公司及拆除总
包单位无锡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的委托，就原无锡焦化有限公司
厂区内 1#、2#煤气柜焦化废水处理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欢迎符合相
关条件的企业参加投标。
一、
招标项目简要说明：
原无锡焦化厂地块内剩余焦化
水约 25000 吨需一次性处理。无锡
焦化有限公司 1#、2#煤气柜内残存
水处理项目技术要求：煤气柜内残
存水处理后须执行《炼焦化学工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61712012）中表 3 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中直接排放标准，处理后的废水
回用于场地的降尘等，因此回用水

亦须需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
市 杂 用 水 水 质》（GB / T 189202002）中城市绿化用水水质标准，
两个标准从严执行。
工期：
70 日历天。
二、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A、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之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
本次招标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
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
和专业技术能力。
3. 参加报名单位完全满足本公
告的实质性要求。
4. 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令

和条例。
B、合格投标人的特殊条件：
1．具备有效污水处理资质证
书、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2. 报名经办人身份证件、法人
代表授权委托书（报名被授权人须
与开标当天参加投标的被授权人一
致）。
3.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招标文件发售信息：
1. 报名、招标文件出售时间：
2019 年 4 月 15 日 9:00—2019 年
4 月 19 日 16：00 截止（每天 9:00—
11:00，
13:00～16：
00 时）。
2. 招标文件出售地点：无锡中

天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无锡太
湖大道 2288 号华仁逸景国际 5 楼）。
3. 招标文件出售方式：电子文
档介质。招标文件售价：壹仟元/
份，
售后不退。
4. 报名时递交单位介绍信或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
原件备查。
四、
投标文件的递交：
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
递交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2. 截止期后的投标文件或未按
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
标文件，
恕不接受。
五、
其他有关事项：

1. 投标供应商须按规定交纳投
标保证金捌万元，未按招标文件规
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恕
不接受。
2. 招标公告发布媒体：江苏科
技报。
六、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标人：无锡焦化有限公司/无
锡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无锡中天造价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袁丽萍、邵浩杰
联 系 电 话、传 真 号 码 ：051085886808
联系地址：无锡太湖大道 2288
号华仁逸景国际 5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