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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赤水市一女子雇人清

除林内杂草、杂木时，将 30 株桫椤

树当草一并砍掉。昨日，记者从警方

获悉， 潜逃近三年的袁某日前已投

案自首，并被执行逮捕。

今年 50 岁的袁某家住赤水市

官渡镇。 2014年 11月，袁某在未得

到村委会书面授权的情况下， 安排

雇请的工人， 对村集体所有的一片

树林进行薅林管理。据介绍，其薅林

的目的是为除掉林下杂草和矮小荆

棘丛，以使乔木和竹林长得更茂盛。

不过，在薅林过程中，袁某明知

林下生长着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桫

椤， 仍安排工人除保留较大树木和

楠竹外，对其他植物一律砍掉。后经

清点确认， 这片林地中被砍的桫椤

树有 30株。

案发后， 当地森林公安随即介

入调查。 调查期间，袁某藏匿。 今年

4 月 1 日， 该案被贵州省森林公安

局列为“2017 利剑行动” 挂牌督办

案件， 赤水市森林公安为此成立专

案组。

经多方工作， 迫于压力的袁某

于 5月 18日向专案组投案自首。据

称，她曾辩解说工人因不认识桫椤，

在薅林时误将它们砍掉， 但不久又

承认系自己安排。

6 月 18 日，记者从森林公安部

门获悉， 涉嫌非法砍伐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的袁某，目前已被执行逮捕，

案件仍在深入调查中。因身患重病，

目前，袁处于取保候审状态。

据了解， 被袁某安排工人砍掉

的桫椤，是一种古老的蕨类植物，有

“活化石” 之称，系濒危植物，为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 赤水市是世界上

桫椤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拥有桫

椤树的总量超过 7 万株， 很多山区

农家房前屋后、庄稼地附近，都能见

到生长茂盛的桫椤。 （黄黔华）

30株桫椤树 她雇人当草除掉

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这名赤水女子已被逮捕

本报讯 在六枝特区岩脚镇岱

瓮村境内， 一个山头上连片生长着

300多株古杨梅树，其中最老的树龄

达 1200余年， 这些野生古杨梅群能

结出色彩、形状、味道等不同的果实，

最大的比乒乓球还大，小的如拇指。

岱瓮村地处岩脚镇东部，森林覆

盖率高达 85%，曾被中国生态文化协

会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村” 的称号。

该村境内古树参天，绿树成荫。

在岱瓮村一座叫“龙山” 的山

头上， 连片生长着树龄上百年的古

杨梅 318 株， 其中千年以上 28 株，

最老的树龄达到了 1200余年。这些

古杨梅树早已成为遮天蔽日的大

树， 最大一棵高 18 米、 冠幅覆盖

300 余平方米， 需两个成年人牵手

才能合围；古杨梅树干苍劲雄浑、枝

叶茂密，因历经沧桑，树身斑驳，或

长满青苔、或布满树洞和“疙瘩” ，

给人一种古朴和神秘的美， 形成了

蔚为壮观的 “古杨梅树群” 。

最为奇特的是， 这些野生的古

杨梅树群，还能结出色彩、形状、味

道等不同的果实， 最大的比乒乓球

还大， 小的仅如拇指。 村民按照形

状、颜色、口感等，给杨梅树冠上乳

名，比如火炭杨梅、水晶杨梅、花脸

杨梅、八角杨梅、小米杨梅等等。

因古杨梅树产量高， 能带来不

菲的经济效益， 村民始终将这一片

古杨梅树当宝贝保护。 发现村庄适

合种该树后，近年来，岱瓮村引导村

民在闲置的土地、 荒山上大力种植

杨梅，发展“杨梅经济” ，目前规模

已达 1000 余亩， 年产量达 20 余万

斤，能给村民带来近百万元的收入。

为进一步扩大岱瓮村杨梅的知

名度，助推全域旅游，6 月 17 日，六

枝特区在岩脚镇举办了以“千年等

岱·梅扬天下” 为主题的杨梅嘉年

华旅游文化活动， 特邀省内外游客

品尝千年古杨梅的酸爽滋味。 据介

绍，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两届。

由于如此上规模并能带火乡村

经济发展的古杨梅树群并不多见，

日前，国家经济林学会经评审，授予

了六枝特区 “千年古杨梅名县” 称

号， 并在此次杨梅旅游文化节上正

式授牌。 （本报记者 高松）

六枝特区岩脚镇岱瓮村———

本报讯 近日，铜仁市城管局

市政处投入 5万余元资金， 对铜

仁城区清水路、锦江路、东太大道

等路段的 1000 余座雨水井安装

防坠网。据称，这种防坠网在井盖

缺失时， 行人或其他物品坠落井

中，会由防坠网“接” 住，可有效

防止“窨井吃人”的情况发生。

在城区的道路下面， 密布着

雨水、污水、供水、电力、通信、燃

气等各类管道， 服务着城市生活

的方方面面， 因大部分管道的检

查井较深且情况复杂， 成了城市

道路的隐患点，井盖缺失、损坏导

致行人、 车辆损伤的情况时有发

生，特别是雨季，雨水井盖易因雨

水管水压较大被冲开， 一旦行人

不慎掉入，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 6月 2日， 铜仁市碧江

区文笔峰山脚一楼房前， 一名小

孩掉进路边排污窨井该窨井深约

3米左右，消防员进入下水道内 2

分钟左右，在井底搜寻到小女孩，

并立即将其救出， 随后消防官兵

对小女孩进行心肺复苏。 医护人

员到达现场后， 交由医护人员进

行抢救， 但小女孩在污水中溺水

时间较长，经抢救无效身亡。

为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铜仁

市市政处购买了防坠网安装于

雨水检查井内。 据称，防坠网由

尼龙绳编织而成， 呈蜘蛛网状，

承重能力可达 200 公斤，用 8 个

挂钩固定于雨水井盖下 20 厘米

处。 一旦井盖缺失，行人或其他

物品坠落井中，就会由防坠网接

住，而不会掉落。 如需检修管道

时将防坠网从挂钩上取下即可。

（穆珍燕 张巍 简冰冰）

行人过井盖 这下安全了

铜仁城区引进新型防坠网，行人等坠井可被“接” 住

本报讯 昨日下午，仁怀市召

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宣布汪能

科担任中共仁怀市委副书记、仁

怀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提名为

仁怀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

大会同时宣布， 粱铮不再担

任中共仁怀市委副书记、常委、委

员、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另有任

用。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本报讯 6 月 17 日下午，遵

义市红花岗区、 绥阳县分别召开

领导干部大会， 两地书记已分别

“易帅” ：管礼伦任红花岗区委书

记；余航海任绥阳县委书记。

在当日召开的红花岗区全区

领导干部大会上， 有关负责人宣

布了中共贵州省委、 中共遵义市

委决定： 管礼伦任中共红花岗区

区委委员、常委、书记；姜灵春不

再担任中共红花岗区委书记、常

委、委员；游劲松任中共红花岗区

委副书记， 提名为区政府区长候

选人； 钟正萌不再担任中共红花

岗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区政

府区长，另有任用。

当天下午， 在绥阳县召开的

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 有关负责

人宣布了中共贵州省委、 中共遵

义市委有关干部任免职的决定：

王晓旭不再担任中共绥阳县委委

员、常委、书记；余航海任中共绥

阳县委书记， 不再担任绥阳县政

府县长； 刘兆武任中共绥阳县委

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作为绥

阳县政府县长候选人。

据悉， 中共红花岗区委原书

记姜灵春， 已在今年初的遵义

“两会” 上， 当选为遵义市副市

长；中共绥阳县委原书记王晓旭，

已在去年 12 月召开的遵义市党

代会上， 当选为中共遵义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

（本报记者 黄宝华）

红花岗区绥阳县

两地书记“易帅”

汪能科被提名

仁怀市长候选人

市州动态

有“活化石”之称的桫椤树

千年野生杨梅树

防坠网能承受 200公斤的重量

千年古杨梅树“藏身”山村中

300余株连片生长，最老树龄达 1200余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