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城迎來最認真春雪
天氣一日三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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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從17日一早開始，大霧、
春雨以及一場意外的降雪輪番探訪北京城
。這一被網友稱讚為 「最認真」 的三月飛
雪於17日深夜低調降臨。經過雨雪的交替
洗禮，京城藍天重現，空氣也變得清新。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從 17 日一早開始到
18 日凌晨，飽含濕氣的京城經歷了三種氣象變化：
一早大霧瀰漫；下午起落下今年第二場春雨；小雨轉
成中雨，戀戀不捨地下到半夜，出人意料地變身成片
片雪花灑落京城。

清晨，雪花雖已停歇，但 「北京三月下雪啦」這
一話題卻在各大微博上持續發散，新浪微博更獲得了
超過5600萬條評論。

有網友在微博上用歌詞調侃， 「北京下霧完了下
雨，下雨完了又下雪！忍不住想到一句歌詞：你對我
像霧像雨又像風來來去去只留下一場空」；還有網友
對這場 「質量上乘」的降雪表示激賞： 「這樣才叫下
雪啊，以前都是小打小鬧，這場雪才算認真！」

三月降雪不算太晚
北京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孫繼松表示，由於含水量

大，此次降雪的雪花特別大，因此很多市民認為比起
冬天的 「雪粒」，這才是真正的降雪。

「北京三月降雪並不罕見，也不算太晚。」北京
市氣象局氣候中心主任郭文利說，幾乎每年北京三月
都會降雪，最晚的春雪曾經在四月出現過，但機率不
大，約十年一次。同時，雨連雪的降水過程，將對淨
化空氣和農作物生長大有裨益。

「空氣太清新了，這才叫空氣！」市民鄭宇說，
昨天的霧霾讓人幾乎不願出門，今天要出去補過周末
，大口呼吸。

環境專家表示，17 日京城六區的可吸入顆粒物
PM10指數在180到200之間，18日已降至40到60，
屬於優良範圍。車公莊 PM2.5 研究性數據顯示，17

日 8 時至 18 日 7 時，24 小時均值為每立方米 65 微克
，比上一個 24 小時均值減少一半多，達到國家標
準。

PM兩指數全部達標
雨雪紛至再加上四級北風雖然徹底驅散霧氣，改

善了空氣質量。但京城的氣溫也急轉直下，由前幾日
的 「小陽春」一下栽了大跟頭，最高氣溫將整整下降
7℃。

專家提醒，氣象學上的入春標準是連續5天日平
均氣溫超過10℃。北京今年入春晚，通常要到4月以

後，民眾需要注意保暖。

首都機場航班延誤
晚上的降雪也影響了 18 日的首都機場早高峰運

行。首都機場官方微博表示，受昨夜今晨降雪影響，
首都機場早出港航班需要進行航空器除冰工作。雖然
目前天氣已逐漸好轉，但是仍會造成部分航班延誤。

羊城專項整治PM2.5
【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為強化對廣州市PM2.5等大

氣污染的防控，廣州市環保部門18日表示，即日起將在全
市範圍內開展針對防控PM2.5等污染的 「春季空氣污染整治
專項執法大行動」，對偷排、超標排放廢氣的違法行為從嚴
查處，同時歡迎市民積極舉報環境違法行為。

連日來，在霧霾天氣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珠三角的
PM2.5濃度處於 「高位」，而廣州一度成為空氣質量 「重度
污染」區域。

據廣州市環保局羅思源局長介紹，此次行動將調動全市
環保監察執法力量，採取白天執法與夜間執法相結合、明察
與暗訪相結合等方式，圍繞重點工業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
排放企業、堆料場及建設工地揚塵、機動車排氣污染等方面
展開高密度、不間斷的執法檢查，監督督促有關企業採取切
實措施加強環境管理，保證污染物治理設施正常運行，削減
空氣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減輕春季不利氣象條件下PM2.5
等空氣污染的程度。

這次執法行動中，火電廠及重點鍋爐、石化、化工、印
刷、傢具製造、汽車製造及維修、紡織印染等企業成為重點
監管對象。此外，廣州還將加強機動車排氣污染道路抽檢執
法工作，嚴格執行黃標車限行措施，對冒黑煙機動車進行整
治，對超標車輛從重處罰。

羅思源表示，對於違反環保法規、超標排放的企業將嚴
肅查處，頂格處罰，絕不手軟；同時歡迎社會各界對企業違
法排污行為進行監督和舉報。

▲烹飪大師孔慶璞烹製的 「河豚帶子上朝」 賀鵬飛攝

【本報記者黃裕勇佛崗十八日電】佛祖釋迦牟
尼佛 2500 年前親手種植的菩提聖樹，經歷一個半
月的旅程後，從佛國斯里蘭卡抵達中國，並於今日
在海內外高僧大德的加持下，移植於廣東佛岡觀音
山。菩提樹再次成為傳遞中國與南亞各國友誼的和
平使者。

菩提聖樹傳入現代中國有兩次：第一次是
1954 年印度前總理尼赫魯來華訪問，帶來一株從
這棵樹上取下的枝條培育成的小樹苗，贈送給毛澤
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以示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

目前，這棵菩提樹種植於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
第二次是 1989 年 5 月，斯里蘭卡維普拉沙拉

（WIPULASARE）長老代表蘭卡佛教協會，護送
兩棵菩提樹苗到台灣，受到隆重的迎接，並種植於
智光佛教大學的院內。

此次移植於佛岡縣觀音山王山寺的菩提聖樹，
樹圍近 10 米，直徑 3 米，形態古拙莊嚴。菩提聖
樹由斯里蘭卡國佛學院贈送，乃釋迦牟尼佛以印度
菩提迦耶成佛地之菩提樹原種子，在古印度和斯里
蘭卡親手種植的兩棵菩提樹其中之一。據傳，釋迦
牟尼佛第三次到斯里蘭卡時曾在此菩提樹下傳法。
2500 多年來此菩提樹一直被信眾虔誠瞻拜供奉，
見樹如見釋迦牟尼佛。

18 日上午，佛岡觀音山王山寺，舉行恭迎釋
迦牟尼佛親手種植菩提聖樹移植慶典。慶典由包括
來自台灣的海濤法師、印靜法師以及斯里蘭卡長老
等海內外百位高僧法師親臨主法。

今天，觀音山王山寺風景名勝區接受了斯里蘭
卡贈送佛祖手植菩提樹，已成為盛世下，中國和斯
里蘭卡兩國人民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的盛事，將成
為佛岡、清遠乃至廣東省的一張燦爛的文化名片。

世界藏學府歷300年滄桑

拉卜楞寺斥資3億元維修

斯里蘭卡贈送
佛祖手植菩提移植廣東

◀佛祖手植菩提聖樹移植廣東佛岡觀音山慶典
，18日在清遠市佛岡觀音山王山寺舉行

黃裕勇攝

◀一位小女孩
在景山公園的
雪地裡歡樂地
玩耍 中新社

▼雪後初霽，
北京市民走出
家門，踏雪尋
梅 中新社

中外河豚烹飪大師競技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八日電】 「蔞蒿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首屆國際河豚烹飪邀請賽18日在素有
「中國河豚島」之譽的江蘇省揚中市舉行，中外27名河豚

烹飪大師競技，烹製的一道道河豚美食令人嘆為觀止。
河豚號稱 「天下第一鮮」，不過因其內臟及血液等含有

劇毒，自古即有 「拚死吃河豚」之說。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
已有烹食河豚的記載，自古即為饕餮之徒爭相追捧。近年來
，由於人工養殖河豚技術及河豚控毒技術的逐漸成熟，河
豚在中國的消費量迅速遞增。以揚中市為例，這個位於長
江中的小島去年的河豚銷售額就多達3.3億元人民幣。在該
市去年舉辦的河豚美食節期間，日消費河豚突破11噸。

除中國外，其他不少國家和地區也有烹食河豚的傳統
，其中尤以日本最為盛行。不過由於飲食習慣及文化差異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河豚烹食方法各有不同。為此，首屆
國際河豚烹飪邀請賽特意邀請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
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等地的河豚烹飪大師同場競技，切磋交
流，推廣河豚飲食文化。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副主席、華之傑餐飲商務顧問有限
公司董事長李曉莉與香港餐飲管理協會名譽會長、 「誠」
日本料理董事黃乃平，代表香港參加了本次邀請賽，並與
其他多位河豚烹飪大師一起榮獲大賽金牌。

▶拉卜楞寺維修
工程涉及文物保
護、寺院基礎設
施及旅遊配套設
施建設等多方面
內容 中新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在經歷了300餘年的
風雨滄桑後，拉卜楞寺今年將迎來大規模的文物保護
維修和基礎設施建設。有關人士表示，文物維修保護
工程將切實解決目前最迫切的文物保護問題，並有效
地改善廣大僧眾基本生活條件。

「這項工程將斥資3億餘元，於今年下半年全面
啟動。」夏河縣文化體育廣播影視局副局長索南杰說
， 「力爭用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全部建設任務。」

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拉卜楞寺是
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宗主寺院之一。拉卜楞寺始
建於清康熙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09年。300多年
來，先後擴充修建了聞思、上續部學院、時輪、醫學
、喜金剛和下續部學院等6大學院，是藏傳佛教格魯
派最高佛學學府之一，被世界譽為 「世界藏學府」。

清華建院訂維修報告
近年來，國家曾多次撥款對拉卜楞寺的一些建築

進行維修。但由於寺內建築主要是石木結構和土木結
構，年代久遠加之外力侵蝕、鳥鼠蟲類侵害等因素影
響，釋迦牟尼殿、下續部學院等建築群出現地基下陷
、木結構傾斜、牆體下陷開裂、排水不暢、屋內漏雨
等問題。寺院建築及寺院內大量壁畫、文物、經書因
此受損，文物安全隱患嚴重。

索南傑說，簡陋、陳舊的設施對寺院僧眾的正常
生活和宗教活動造成很大影響。

記者了解到，2009 年底，甘肅省公布了《拉卜
楞寺文物保護總體規劃》，清華大學建築設計院制訂
了《拉卜楞寺文物維修、保護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
。政府從文物保護、寺院基礎設施改造、寺院文物展
示及旅遊服務配套設施建設三部分入手，對拉卜楞寺
進行系統維修，建設資金由國家撥款，工程估算總投
資3億元左右。

最大限度保留原狀
「2011年，國家先撥付了一期3座建築的維修保

護費用1000餘萬元。」索南傑說。
根據規劃，整個維修保護分保養維護工程和修繕

工程兩部分，以修復和加固現有的建築。
索南傑說，維護工作將本着 「不改變文物原狀」

的原則，盡可能減少人工干預，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
構件、傳統工藝和原有做法。

拉卜楞寺內珍藏着大量的文物和佛教藝術珍品，
其中大小佛像約 3 萬餘尊，經籍 6.5 萬餘部，經板 7
萬餘塊，還有大量壁畫、堆繡和卷軸畫等，現有佛殿
、學院、囊欠等文物建築群近百座。

索南傑說，拉卜楞寺文物維修保護工程將切實解
決目前最迫切的文物保護問題，將有效地改善廣大僧
眾基本生活條件。

鄭州問題家樂福被查封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八日電】被曝光存在以次充好

並銷售過期食品等「不誠信」行為的家樂福鄭州花園路店被責
成停業整頓。同時，該店的店長等相關責任人被問責。17
日下午，家樂福召開媒體見面會，向消費者致歉，表示願意
給買到問題產品的顧客退貨並給予賠償，但需提供購物憑證。

家樂福河南花園路店銷售過期食品、以次充好行為被媒
體曝光後，顧客減少。當地工商執法部門將家樂福生鮮肉製
品清查登記後，下架封存了現有及庫存的所有生鮮肉禽。

據鄭州市工商局金水分局副局長梁秋生介紹，河南省、
鄭州市兩級工商局已對家樂福欺詐消費者的行為立案調查，
處理結果將向社會公布。同時，對鄭州市的大中型超市（連
鎖店）銷售的生鮮肉禽開展專項檢查。

目前，涉事的家樂福店設置了 「問題商品顧客接待處」
。凡購買到問題產品的顧客，可憑購物憑證到門店退貨，家
樂福將依法予以賠償。

同時，家樂福花園路店店長被留職察看，相關直接責任
人也已停職。待調查結束後，家樂福將根據相關規定對以上
人員予以處理。

家樂福（中國）中西區副總經理張震表示，今後將成立
專門團隊，每日五次對門店內所售所有食品尤其是生鮮類食
品質量進行巡查；聘請第三方審計機構，每月對門店內食品
安全管理情況進行考核；並將面向消費者聘請社會監督員。

▲中國人向來有產後 「坐月子」 的傳統習俗，而隨着生
活質量的提高，不少 「月子會所」 也應時而生。只是價
格不菲，28天收費接近五萬元。圖為北京某月子會所為
產婦搭配的 「月子餐」 中通社

甘南藏區擁499處古蹟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擁有拉卜楞寺、郎木

寺等著名寺院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今年初完成文物普查
。數據顯示，甘南藏族自治州共有各類不可移動文物
點499處。

甘南藏族自治州文物局介紹，除了499處不可移
動文物點外，甘南藏區還有館藏文物 5737 件，其中
一級文物50件，二級文物147件。

據統計，甘南藏區現有各類宗教寺院300多座，
其中大、中型寺院 47 座，這些寺院大多數建於元、
明、清時期，生動形象地再現了中國藏傳佛教的發展
歷史，最負盛名的有拉卜楞寺、郎木寺等。

甘南藏區還有 60 處史前文化遺址，且保存完好
。目前，甘南境內發現較早的古遺址有仰韶文化──
廟底溝二期、馬家窰文化、齊家文化、寺窪文化等，
其年代從距今8000年一直延續到距今3000多年前。

另外，甘南藏區還有明代的邊牆及古城址、堡子
、闇門和近現代革命舊址以及戰鬥遺址等。

甘南藏區在歷史發展中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徵。從
秦、漢時期的氐、羌，到魏晉時的鮮卑、吐谷渾，隋
唐時期的吐蕃等民族，都在這裡建立過大小不等、時
間長短不一的地方政權，延及元、明、清三代。甘南
也是絲綢之路南線重要的一條通道，漢代稱之為 「羌
中道」，魏晉時期稱之為 「吐谷渾道」，隋唐時期稱
之為 「唐蕃古道」。璀璨的歷史造就了甘南藏區深厚
的文化底蘊。

▲此次維修工程也將有效地改善寺內僧眾的基本
生活條件。圖為在今年法舞佛事活動中，僧人正
在跳法舞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