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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豆子到杯子

咖啡咖啡““小庄园小庄园””延伸产业延伸产业““长链条长链条””
雨后的阳光洒在云南普洱的

一座咖啡庄园，咖啡地里腾起阵
阵水汽。今年80岁的庄园负责人
廖秀桂在检查今年的咖啡生豆，
一旁的烘焙机正在加工豆子。

一粒咖啡“魔豆”如何在普洱
茶乡落地生根？一座咖啡“小庄
园”何以不断延长产业链？近
期，记者走进位于普洱市思茅区
南岛河村山间的小凹子咖啡庄
园，看这里如何“浓缩”咖啡从豆
子到杯子的产业链全过程于一

“园”，探索打造“咖啡＋旅游”产
业融合高地。

云雾翻越山梁，咖啡树随风
摇曳。走进小凹子咖啡庄园，仿
佛置身于绿色的园圃。庄园的
员工只有不到 10 人，但提供的
产品、服务种类多样：除了拥有
300亩生态咖啡基地，还有简约
的咖啡冲泡体验区。记者看到，
在这里只需支付40元就可品尝
9 种咖啡、参观咖啡种植园，还
能获得咖啡制作工艺等知识的
讲解。

“以前很少有游客来，即便来
了也没有体验项目。”廖秀桂告诉
记者。庄园自2019年开始探索咖
旅融合，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仍
吸引了不少游客，现在每月的平
均游客量在2000人左右，已成为
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为何走上咖旅融合的发展道
路？从事咖啡种植多年的廖秀桂
说：“过去他们只想种好咖啡豆，
但只卖原材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
深层需求。”

普洱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
和土壤条件很适合种植咖啡。
1997年，廖秀桂在南岛河村承包
了一片土地，开始种植咖啡。随
着村里群众陆续加入咖啡种植，
当地还成立了销售合作社。

尽管产业发展起来了，但这
时的产品附加值仍比较低。其

间，廖秀桂萌生了从“种出咖啡”
向“种出好咖啡”转型的念头。他
开始转型生态种植，并向周边咖
农推广。

“种植模式改变了，但大家还
是以卖原材料为主。”廖秀桂说，
他尝试转型做精品豆，但精品豆
的市场需求量不大，价格也没有
明显区分。

“几经尝试，我们发现只卖
原材料是行不通的，要用更多的

‘内容’满足咖啡消费者的需
求，也要提升种植效益。”廖秀
桂说，近年来，不少消费者的咖
啡消费习惯从速溶、奶咖向纯咖
转变，也有很多人喜欢上冲泡咖
啡的仪式感。建立咖啡庄园可
以延长产业链，满足消费者的多

元需求。
为此，他们利用已有的300亩

生态咖啡基地向咖旅融合转型，
设立参观路线、近距离体验咖啡
冲泡……起初，只有周边游客和
采购商来庄园体验，但因庄园体
验感好、咖啡种类丰富，逐渐吸引
了省外甚至国外的游客前来“打
卡”。如今，一些游客在小凹子咖
啡庄园深度体验后会购买咖啡
豆，采购商则要提前预定豆子才
能“抢到货”。

记者在咖啡庄园采访时，遇
到了从宁夏远道而来的“80后”
咖啡爱好者许嬿。她和两个朋
友品尝了庄园的“邂逅”咖啡。

“味道很好，这片山也格外美。”
许嬿说。

除了慕名前来的游客，“小
凹子”专注精品咖啡的特点和独
特的咖啡体验、科普内容，也引
来了另一群“特别”的客人：咖
啡义工。

从事咖啡培训的黄诗琛就是
其中之一，今年初，为了加强对咖
啡种植的了解，她选择来小凹子
咖啡庄园做义工。

现在，黄诗琛已回到厦门，
但她还会在朋友圈发布小凹子
咖啡庄园的照片。她计划将咖
啡培训和“小凹子”结合起来，引
导咖啡爱好者到产地深度感受
咖啡文化。

和咖啡朝夕相处的日子，让
廖秀桂对咖啡有自己的理解：

“酸、苦、香、甜，每一款咖啡豆
都有自己的‘属性’，正如人生
百味。”

“这里就像一个中心，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廖秀桂
说，咖啡豆在这里落地生根，又因
人来人往、口口相传，推动“小凹
子”成为普洱茶乡凸起的咖旅融
合高地。（新华社记者 杨 静/文 陈
欣波/摄）

小凹子咖啡庄园内拍摄的咖啡鲜果小凹子咖啡庄园内拍摄的咖啡鲜果

黄诗琛黄诗琛（（左左））在小凹子咖啡庄园为游客倒咖啡在小凹子咖啡庄园为游客倒咖啡

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
的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
城，有一条穿城而过的芦
河，它是陕北农业生产的
重要水源，昔日由于水土
流失，环境污染严重。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
取有力措施，不断加大对
芦河治理和水环境保护力
度，推行“河长”履职问责
制，使县城芦河上下游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如今芦
河已变成一道水清岸绿、
鸟语花香的美丽风景线。

图为 6月 19 日拍摄
的芦河风光。两岸树木成
荫，一片葱郁。
（新华社记者 陶 明 摄）

芦河湿地芦河湿地
水清景美水清景美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众多企业
逐渐开始对未来出行场景展开思
考并投入相应研发。近日法国、德
国和中国企业在法国一个科技创
新展览会上展示的未来交通新产
品引人注目，让人们能更直观看到
未来出行新趋势。

瞄准城市空中交通的“飞行出租车”
电动车已在全球各地逐渐普

及，而电动飞机乃至电动“空中出
租车”也不再遥不可及。15日至
18日在巴黎举行的“科技万岁”科
技创新展览会上，德国沃洛科普特
公司展出了一架纯电动直升机，它
采用并列双座设计，安装了18个
旋翼，仿佛一张平铺延展的白色蜘
蛛网。其空重为700公斤，最大有
效载荷200公斤，每次充电的续航
里程为35公里，最高时速达到110
公里。

沃洛科普特公司咨询委员会
主席斯特凡·克洛克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公司2021年已获得欧
洲航空安全局相关测试飞行认证；
此外，它还与多个法国公司建立起
合作伙伴关系，计划为2024年巴黎
奥运会提供服务。

克洛克还表示，“公司十分看
好中国城市空中交通市场的潜
力”，并与中国汽车制造商有相关
合作，计划将城市空中交通出行技
术产品落地部分中国城市。

灵活适应不同场景的轨道载具
近年来，法国政府从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调整运输政策，重视提升
铁路在综合交通中的地位。法国
国营铁路公司近日向公众介绍了
配备电动马达和车载电池储能的
轻型列车，分别为Draisy“轨道巴
士”和Flexy公路铁路两用车。

据悉，Draisy“轨道巴士”单个
车体可容纳80名乘客，适用于运量
较小的铁路线或长度在100公里以
内的铁路，提供乘客自主选择停靠

站等服务。“轨道巴士”配备车载电
池储能装置和牵引电动机，有关机
构已计划2025年在法国境内一条
试验线路上测试运行。

另一款概念列车Flexy主要针
对铁路长度在10至30公里之间，
但因运输潜力过低而无法提供客
运列车服务的小型封闭铁路线，它
能够在铁路和公路上运行，可为居
民提供往返于家门口至火车站之
间的服务。该列车计划于2024年
测试运行。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还推出了
新一代更环保的高速列车，计划于
2024年投入使用，可以搭载更多乘
客，最高时速可达360公里/小时。
与现有高速列车相比，能耗更少、
更环保。

中国技术加持的自动驾驶客车
在这届“科技万岁”展会上，中

国中车旗下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车电动”）制

造的自动驾驶客车是最新颖的展
品之一。

这款型号为中车电动“新巴
客”城市系列C12AI 的自动驾驶
客车车身长约 12 米，以智能驾
驶、智能动力、智能互联为依托，
可全方位实施人、车、路动态信息
实时交互。

2021年，它在法国一条道路上
完成了路况实测，单边路程约6公
里，途经10个公交站点、26处交通
灯，耗时约40分钟。

中车在法国的合作方克莱芒·
巴亚尔公司总裁邓嘉丽在展会上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
2021年秋季至今，客车仍在进行技
术完善工作，旨在保证车辆安全驾
驶的条件下，缩短行程耗时。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自动驾驶
项目负责人本雅明·若利维耶说，
这款自动驾驶客车今年10月将再
次进行技术升级后的路况实测，并
计划不久之后实现载客运行。

未来交通新产品展示出行新趋势未来交通新产品展示出行新趋势

韩国成功发射
完全自研运载火箭

新华社首尔6月21日电（记
者陆 睿 孙一然）韩国政府21日
宣布，当天成功发射完全由该
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
号”，火箭搭载的卫星进入预定
轨道。

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
部和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发布
的消息，当地时间21日16时（北
京时间15时），火箭在韩国全罗
南道高兴郡的罗老宇航中心发
射升空，火箭搭载的性能验证卫
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目前韩
国南极世宗科学基地已实现与
卫星的初期地面站通信，确认了
卫星位置。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表示，截至2027年，韩国政府计
划再进行4次发射，以提升发射
可靠性。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国
通往宇宙的道路已经打开，今后
将努力使韩国的航空航天产业
发展至世界领先水平。

“世界号”是三级运载火箭，
总重200吨，可将1.5吨级卫星
送至距离地面 600 至 800 公里
的轨道。“世界号”2021年10月
21日第一次发射，但因第三级
发动机燃料提前耗尽，未能将
火箭搭载的模型卫星送入预定
轨道。

英国或将面临全科医生短缺
英国皇家全科医师学院依

据一项调查估算，今后五年内英
国将有约1.9万名全科医生或实
习医生离职，英国或将面临全科
医生短缺危机。

皇家全科医师学院调查其
1300 名会员，得出上述结论。
英国《镜报》22日援引调查结果
报道，调查对象中，约42％表示
很可能在今后五年内离职，其
中有 10％和 19％分别可能在
一年内和两年内离职。皇家全
科医师学院据此估算，今后五
年内英国将流失约1.9万名全科
医疗人员。

60％有离职打算的调查对
象说，离职原因涉及工作压力、
工作时间及缺乏工作满足感。

调查还显示，68％调查对象
表示没有足够时间评估患者，
80％预计全科医生的工作状况
会更糟。

皇家全科医师学院负责人
马丁·马歇尔说：“我们会员所
说的值得警惕。全科医生明显
缺人，资金不足，超负荷工作，
这些影响到我们（全科医生）能
提供的照护。工作强度升级的
同时，高素质全职全科医生越
来越少。”

眼下，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体
系大批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因
工作压力大“提前退休”。反对
党工党“影子内阁卫生大臣”韦
斯·斯特里廷说，患者们无法预
约到全科医生或是延误诊疗，

“上百万人需要等待超过一个月
才能看上病，常常忍受着疼痛和
不适”。

依照《镜报》说法，皇家全科
医师学院的调查意味着，增加实
习医生数量难以缓解医生压力，
患者候诊时间也将越来越长。

（据新华社）

日本研发利用台风发电技术
新华社东京6月22日电 据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是遭遇台风
较多的国家，日本横滨国立大学
和创业公司正在研发利用台风
发电的技术，以变害为利。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21日报道，横滨
国立大学正在研发可在海上追
随台风进行发电的自动驾驶专
用船。该校于 2021 年 10 月成
立了“台风科学技术研究中
心”，核心项目之一是研发台风

发电船。该校计划5年后在实
验设施中进行模型船测试，10
年后建造小型发电船在海上进
行测试。

此 外 ，日 本 初 创 企 业
Challenergy 已开发出没有叶
片、遇到强风也不易损坏的风力
发电机，并于2018年在冲绳县石
垣岛进行了输出功率为10千瓦
的验证机试验。该公司希望未
来风电机能在台风较多的岛屿
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6月20日，在位于北部湾畔
的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伴随着徐徐海风，1000只6至8
龄的幼鲎回归大海。这是北海
今年第2次放流珍稀物种中国鲎
和圆尾鲎。

“这些鲎养殖了 2 年多时
间。”北海市兴龙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在
专家指导下，公司采用科学方法
繁育鲎苗、养殖幼鲎，采取放流
幼鲎而不是刚孵化的幼苗的方
式，大大提高了鲎的存活率。

鲎（hòu），是一种已经存在
4亿多年的古老海洋生物。它
拥有一套独特、有效的防御和
凝血免疫系统，是地球上罕见
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从它
体内提取的鲎试剂，广泛用于
制药、临床以及科研等领域，一
些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也需要
鲎试剂检测。

目前，世界上仅存4种鲎，即
美洲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鲎、南
方鲎、圆尾鲎。2019年3月，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中国
鲎在红色名录中的等级从“数据
缺乏”调整为“濒危”。2021年2
月，中国鲎和圆尾鲎被列为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随着保护等级的提升，人们
对中国鲎的认识也发生很大转
变。“现在不少人会主动解救被
渔网缠住的鲎。”北海市海洋与
渔业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黄
雪梅告诉记者。

保护意识的提高和栖息地
的稳定，为鲎种群数量的稳定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海岸边走
了大概5分钟，一直可以看到小
鲎在觅食，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
能看到这样的景象，特别珍贵。”
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关杰
耀回忆，2016年底他刚来到广西

北部湾时，幼鲎密度这么高的滩
涂没有这么常见。

“要做到精准保护，就需要
摸清楚鲎的‘家底’。”关杰耀介
绍，2020年“亚太区鲎观测站网
络计划”启动，在广西、广东、福
建、香港设置了23个监测点，进
行鲎种群本底数据收集。

日前，这项计划公布了最新
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从种群
密度来看，中国鲎和圆尾鲎的核
心区在广西北部湾。这一系列
调查填补了我国北部湾地区鲎
种群本底数据的空白，也为鲎的
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更加科学的
数据支撑。

在寻找鲎试剂替代品的这
条道路上，科研团队也一直在努
力。今年，北部湾大学的学生团
队——“鲎丝缘”在这一领域有
了新的突破：通过基因工程重
组，团队成功将鲎血里的活性成
分嵌入蚕的身体里，通过溶解分
离蚕丝的方法来制成新型检测
设备。

目前，试用品已经研制成
功。“经过检测，它的灵敏度可以
达到鲎试剂的平均水平。”团队
负责人李依敏说，下一步团队将
在灵敏度的稳定性和高效提取
鲎血活性成分上进行攻关。

（新华社记者 陈露缘 吴思
思 朱丽莉）

守护蓝血古老生物
——广西北部湾鲎研究保护成效初显

中国鲎幼体中国鲎幼体（（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