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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李琰卓

即便是亲眼所见，记者也很难想
象，眼前这3米多高、形似高粱或玉
米的绿色植物，竟是自然界中一流的
“捕碳高手”。

“这就是速生碳汇草。”雷学军教
授如数家珍：速生草可以像韭菜一样
在被割完后再迅速生长，一年能割四
五茬；更厉害的是，每亩速生草一年
可吸收和固化14吨二氧化碳， 而同
样生长条件下的森林吸收和固化的
二氧化碳一年只有0.19吨左右，换算
下来，速生碳汇草一年的动态捕碳总
量可达到森林的72倍以上。

10月8日，行走在“绿草成荫”的
田埂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碳循环研
究中心主任雷学军和记者聊起了他
的“零碳中国”梦。

比树高的草要当“捕碳”能手
毕业于湖南大学化学系的雷学

军，获悉全球气候日趋变暖的“罪魁
祸首”是二氧化碳时，决定要用所学
做些事情。

2005年的某一天， 看着刈割后
又迅速长出来的韭菜， 他突然获得
灵感：“对！可以培育一种叶面积大、
茎秆粗、生长快、可反复刈割的草本
植物， 利用其光合作用来大量吸收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收割后再把草
粉碎、压缩制成碳产品封存起来！”

由此， 他从国内外几百种优质
种质资源中进行杂交和基因重组，
最终选育出一种神奇的“速生碳汇

草”，雷学军给它取了个名字———“速生
碳汇草一号 ”。随后，雷学军带领团
队不断改良和优化品种，研究出更加
耐干旱、耐贫瘠的“速生碳汇草二号”
“速生碳汇草三号”……“速生碳汇草
十号”等新品种，最北种到了唐山市曹
妃甸的盐碱地里，最高种到了甘肃舟
曲1400米的山地， 环境适应能力很
强，捕碳能力也大大提升。

“捕碳”只是第一步，“固碳”“用
碳”才是目的。

速生碳汇草人造板、速生碳汇草
燃料……雷学军将割下来的速生碳
汇草进行碾碎、烘干、压缩，制作而成
的碳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造纸、建筑
材料、饲料、肥料、化工原料及直接燃
烧发电等领域，可转化为巨大的社会
经济效益。

雷学军将整套技术定义为：“速生

碳汇草捕碳固碳技术”， 即通过固碳、
蓄碳、封碳、用碳等方法，形成资源的
循环利用， 有效解决资源消耗与资源
补偿失衡的问题，最终实现“零碳”。

“零碳”技术得到了不少地方
的青睐， 长沙县在全县范围试点
“零碳县”，娄底市、桃源县都引进
了速生碳汇草，探索打造“零碳”和
“负碳”发展模式。

让中国在全球环保事务
中“有话语权”

2015年，雷学军带着他的“速生
碳汇草捕碳固碳技术” 和他参与创
建“零碳县”的经验，出席在法国里
昂举行的“全球气候与地区世界峰
会”，受到广泛关注。

而雷学军的征途是“星辰大
海”：他希望创造一种“新气候经济”

发展模式，让中国在全球环保事务中
“有话语权”。

在雷学军的科研基地有一个玻
璃仓库，里面整齐地排列着成千上万
根速生碳汇草压缩棒。这是世界上首
次封存的688吨碳产品，也是目前全
世界唯一可准确计量的碳交易产品。

经国家工程实验室和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检测，这里的碳产品含碳量
为49.2%， 封存0.68吨碳产品相当于
封存1.47吨二氧化碳。“植物碳封存
可以将虚拟的碳排放权‘配额指标’
交易变为可准确计量的实物碳、 热、
氧产品交易，实现碳交易由‘虚拟’到
‘实体’的转变。”雷学军说。

这些只是雷学军“新气候经济”中的
一部分。“新气候经济就是综合开发利用
大气碳资源，制造碳产品，形成碳产业，
创造碳经济， 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型
经济产业链，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他说。

“零碳”“负碳”发展模式的实践
就是“新气候经济” 最好的示范。目
前，长沙县正在创建零碳机关、零碳
学校、零碳企业、零碳村庄、零碳社区
等，到2035年最终实现“零碳”发展
模式的目标。

“我希望通过创建‘零碳市’‘零
碳省’‘零碳中国’乃至‘零碳世界’，
让人类在地球上住得更长久。” 雷学
军说，“我坚信这项事业能够造福全
中国、造福全人类，我会无怨无悔地
坚持下去！”

这，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最纯粹
的初心。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孙敏
坚 田育才） 今天下午，2018丝绸之路
工商领导人（张家界）峰会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在张家界落下帷幕。此次论坛
嘉宾云集， 与会各方进一步凝聚了共
识，并发布了一系列旅游、经贸、卫生
等合作协议文件， 将对深化“一带一
路”国际交流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来自俄罗斯、格鲁吉亚、保加利

亚、瑞士、法国、德国等84个“一带一
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驻
华使节、国际组织领导、企业家代表
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本次峰会。

与会各方围绕携手构建国际
工商界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加
强国际旅游合作、共建安全的国际
营商环境、“一带一路” 品牌建设、
中医药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广泛

深入的研讨，形成并发布了《和合
与共 携手构建国际工商界融合发
展的命运共同体———2018丝绸之
路工商领导人峰会张家界共识》。

论坛上，包括张家界、桂林、希腊
雅典、 澳大利亚朗芮在内的55个国内
外城市（省、州）还结成了“丝绸之路友
好城市协作体”。根据协议，各成员城
市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强人

员交流与经贸合作， 共同分享城市治
理经验，携手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妥善
应对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 并重点在文化旅游和经贸投
资合作领域实现务实合作。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中医药针灸
与人类健康张家界共识》，形成了《品
牌评价旅游目的地》国际标准提案，并
发布《旅游目的地品牌发展战略》等。

雷学军和他的“零碳中国”梦

发布《张家界共识》 结成“丝绸之路友好城市协作体”

2018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张家界）峰会成果丰硕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 ）从本月15日开始，我省进入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每年10月15
日至次年3月15日）。

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推进有力，
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共安排816个
“蓝天保卫战”重点减排项目，截至
9月底， 达到时序进度要求。 全省
2582辆高排放公共交通车截至9月
底已淘汰2421辆，完成淘汰任务的
93.8%；7台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已全部完成； 关闭取缔制砖企业
2038家，目前全省已无违反法律法
规及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粘土制
砖企业。

国庆节期间，我省经历了入秋
以来第一场大范围雾霾 。 根据
2015-2017年的监测数据分析，全

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优良率在特
护期4个月的平均值较全年少了近
20个百分点， 较非特护期的8个月
平均值少了近30个百分点。长株潭
地区的情况比全省的情况更差。

在此背景下，省政府组织制定
了《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实
施方案（2018-2020年）》。根据方
案，特护期重点区域在长株潭城市
群的基础上，增加了岳阳、常德、益
阳3个传输通道城市。 特护期的常
规防治包括9个方面， 主要针对涉
气工业企业环境监管，“散乱污”企
业整治，重点行业错峰生产、限产，
锅炉和工业窑炉污染治理，机动车
污染控制，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
制，城市扬尘管控，面源管理和环
境监测。

我省进入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每年10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肖雯栎）10月19日
至21日，2018中国湖南 (第九届)旅
游产业博览会暨首届旅游装备展
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组委
会今日透露，本届旅博会不仅有花
样繁多的旅游出行资讯，更提供了
数百款优惠旅游产品、近万张景区
免费门票。

据了解，本届旅博会上的优惠
旅游产品， 以国际旅游产品为主，
如俄罗斯深度8日游、美国西海岸3
城10日游等。 这些产品多达数百
款，并将在展会上向市民提供
5至9折的优惠价格。 不仅如
此，各大旅行参展商还将发布
最新开发的景点及线路资讯。

同时，参展企业还推出了
众多免费产品吸引市民前来

观展。如厦门航空将向参与现场互
动的市民提供长沙至越南胡志明
市的双人免费往返机票，湖南广之
旅国际旅行社提供一个免费泰国6
日游等。

旅博会组委会也拿出了丰厚
福利，包括张家界黄龙洞、湘西德
夯景区、怀化洪江古商城、张家界
西线茅岩河、常德桃花源、邵阳上
堡古国等数十个湖南热门景区景
点的近万张免费门票，将通过幸运
大转盘等特色互动活动，免费赠送
给参与观众。

数百款优惠旅游产品
集结旅博会

近万张景区免费门票等你来

� � � � 2015年4月14日， 雷学军在田间工作。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