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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社区

周周氏氏啮啮小小蜂蜂寿寿命命最最多多只只有有1100天天
作为美国白蛾的克星，它的杀敌能力很强，生存能力却很弱

周氏啮小蜂由中国昆虫学家、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杨忠岐研究员定
名，用以纪念他的老师国际著名昆虫
学家周尧先生。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
王洪魁教授通过十多年研究，发明利
用柞蚕蛹繁殖白蛾周氏啮小蜂方法，
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据悉，烟台发现美国白蛾20多年
了。1997年，烟台市森林保护站与中
国社科院合作，研究和实验性人工培
育白蛾周氏啮小蜂。经国家林业局批
准，烟台市自2000年开始成立了山东
省首家周氏啮小蜂繁育基地，开始大
规模人工繁殖体长只有15毫米的周
氏啮小蜂，用于美国白蛾的防治。

目前，烟台共有三处繁蜂基地，
包括烟台市森林保护站、昆嵛山林
场、牟平区酒馆苗圃，年繁育50亿头
小蜂。

本报记者 王伟平

烟台共有三处

小蜂繁殖基地

居民们告诉记者，他们曾提出了
几个铺设管道的建议：1、像电线或者
水管一样穿越建筑建筑物内部墙体。
2、从附3号楼引入，引入的时候贴着
墙根走或者高出墙根几十厘米，如果
有门洞就按倒U形过去然后通到附1

楼。
可是这些方案仍然无法实施。新

奥燃气的工作人员介绍，将管道铺设
到墙体外部是为了便于维护和管理，
而且这样铺设是为了安全考虑，因此
不能完全将管道铺到墙体内部。

那第二种方案可不可以呢？工作
人员称，最初铺设的时候管道线路选
在附1号楼，遭到附1号楼居民的反
对，改到了附2号楼，附2号楼的居民
同样反对，所以方案只能放弃。

见习记者 崔靓

现有铺设方案

全都被否决

弱弱碱碱性性水水可可以以改改善善身身体体健健康康
人 体 血 液 P H 值 在 7 . 3 5 -

7 . 4 5之间，属于正常范围之内，
PH值低于7 . 3 5，身体就处于健
康和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
医学上称为酸性体质者。前苏
联高加索长寿村是世界上唯一
没有发生过癌症的地方，在这
个地区超过100岁的老人比比皆
是。调查人员发现长寿村人所
饮用的水都是小分子团的弱碱
性水。小分子团水带有大量的
动 能 ，运 动 速 度 快 ，称 为 活 性

水。这些活性的水进入人体后，
不断地激活人体细胞 ,使人体细
胞内外都充盈干净的、有活力
的、营养丰富的液体，这样就能
大大促进细胞的生长发育，使人
体细胞更具活力。弱碱性的水，它
可以中和体内酸性毒素，调节平
衡体液的酸碱性，还可以活化细
胞，提高机体的自身抗病能力。

现代医学证明：人体是一
个相对稳定的呈弱碱性的内环
境。当人体体质为弱碱性时，身

体会感觉良好；相反，则常有一
种疲倦感，时时觉得不舒服。现
代人由于肉食、油腻等饮食习
惯，体质大多偏酸。酸性体质是
百病之源。当酸性物质在体内
越来越多时，量变引起质变，就
会引起疾病。

弱碱性水有以下几大好处:
1、这种水经权威机构检测有

很高的抑菌率，进入人体后有抗
菌排毒功能。

2、弱碱性水进入人体后自然

调节人体的酸碱度，当您的体液
被调整到弱碱性以后，免疫功能
自然就得到了提高。而且弱碱性
体质的人容易排出体内的废物，
即使偶尔得病也较快痊愈。这种
人大多食欲好、睡眠好、充满着青
春活力。由此可见，走向健康之路
必须首先认真饮用纳米功能水，
使自己成为弱碱性体质的人，然
后才能顾及到其他。

3、家庭生活用水 (做饭、做
菜、做汤、熬粥)全部换成这种水，

不但菜好味美而且耐酸腐，还全
面提高家庭生活的品位。

心悦公司·来玉优质饮用水
和来玉麦饭石饮用水具有弱碱
性、小分子团的特性，是您正确的
选择，能有效改善人的酸性体质，
对常吃海鲜、肉类等高蛋白食物
的人尤其有益处(绝大多数海鲜
和肉类属于酸性食物)，特别适合
居住在海边的人饮用。

来玉健康饮用水订水热线：
4085555

本报8月22日讯 (见习记
者 崔靓 ) 2 2日，惠安小区
附 1号楼的居民拨打本报热
线称，居民们2003年就已经交
上了燃气投资款，然而至今
任未用上燃气。原因是铺设
管道的方案总不能获得一致
通过，通燃气的事便搁置了
10年。

居民高先生提供的收据显
示，他2007年就已经交上了燃
气投资款，然而至今未通上燃
气。他家现在每个月基本上会
用完一瓶液化气，每瓶液化气
价格为130多元，比用天然气多
花不少钱。

高先生说道，燃气投资

费在2007年就已经交完了，随
即 出 示 了 相 关 的 收 据 复 印
件。如今燃气问题已经搁置6

年了，家里做饭主要依靠瓶
装液化气，现在液化气这么
贵而且不太方便也不安全。

“我们联系了新奥燃气公司
多次，可是每次燃气公司希
望我们和邻居们协商，只要
达成一致燃气公司马上铺设
管道。”高先生说道。

住在同一楼层的李女士家
情况就更加糟了，她家从2003

年入住该小区，同时也交了燃
气投资，可是如今已经10年了，
还没有用上天然气！“我以前在
另外的地方居住，同样交完了

燃气投资款，等了20年没有用
上管道燃气，现在搬到了这里
没想到还是一样！现在瓶装液
化气贵得吓人，而且也不如天
然气安全、方便，为了做饭只能
用电磁炉了。”李女士说，她家
每个月电费平均300多元，“夏
天天气炎热我都不舍得开空
调，花费太高了！”

记者看到，楼下不远处就
是燃气加压站，为什么这么短
的距离会让住户10年用不上燃
气呢？

一问居民和负责给小区供
气的新奥燃气才知道，新奥燃
气早就派人铺设管道了，附近
单元很多住户已经用上了天然

气。可是附1号楼的管道该怎么
走，成了现在最大的问题。

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本
打算从附1号楼下铺设管道，
结果发现容易破坏下面的建
筑，方案被取消；后来想从旁
边的附2号楼和附3号楼铺设
管道，又引来那两栋楼居民
的强烈反对，大家一是怕管
道暴露在外面生锈发生安全
事故，二是担心横架的管道
给小偷带来可乘之机，三是
担 心 影 响 到 自 己 的 墙 体 结
构。

由于商量来商量去，却始
终没法达成一致，铺设燃气管
道的事便一直拖延着。

钱钱交交了了1100年年，，还还是是用用不不上上燃燃气气
因为铺设管道的方案没法达成一致，这事一直搁置着

培育一批小蜂

需5道工序

烟台市森林保护站防治科
科长邵凌松介绍，由于周氏啮小
蜂，最初是从美国白蛾虫蛹中发
现的。经研究得知，白蛾周氏啮
小蜂通过自身本能，寻找美国白
蛾的蛹，并寄生在蛹内，通过吸
食蛹内的营养，达到小蜂长大，
而美国白蛾被杀死的效果。

在烟台市森林保护站天敌
繁育中心，邵科长正在观察繁育
中心里周氏啮小蜂生长情况。

他告诉记者，周氏啮小蜂
培育需要经过5道工序，包括采
集蛾蛹、选择母体、接种、培育、
放飞。

首先，通过采集和筛选周
氏啮小蜂寄生过的美国白蛾
蛹，然后，放在特定器皿管里进
行蜂种卵化，卵化出来的蜂种
被称为“野生蜂种”。

待野生蜂种选好后，繁蜂
基地工作人员就会选择柞蚕蛹
作为母体，让野生种蜂在蚕蛹
里产卵。野生蜂种寄生蚕蛹主
体内先化蛹，并进而羽化。羽化
后的雌蜂先不咬破寄主蛹壳，
而是呆在寄主蛹内2～3天，待
完成交配产卵后再爬出。

根据美国白蛾生长情况，
可以控制繁蜂基地的温度，进
而达到控制周氏啮小蜂的羽化
成虫的进度。

培育之后，通过人工方法，
把快要羽化的白蛾周氏啮小蜂
的蚕蛹放在纸盒里，并固定在
树木上。小蜂从蚕蛹中出来，并
自动寻找美国白蛾蛹，通过寄
生而围剿美国白蛾。

寿命最多10天

生存率很低

烟台市森林保护站工作人
员介绍，相对于美国白蛾而言，

周氏啮小蜂生存能力处于弱
势。为了达到周氏啮小蜂与美
国白蛾的自然平衡，需要通过
人工培育小蜂。

通常情况下，每只美国白
蛾蛹雌雄交尾后平均每只雌蛹
产卵500～800粒，最高可达2000

多粒。而在自然情况下，一只小
蜂能在一个白蛾的蛹内产300

多个卵。同时，小蜂在自然环境
中，其寄生率为60%。

小蜂寄生后，在自然界中，
它们是能够自己繁衍后代的。
但通过之前的实验观察，小蜂
在28～30℃的室温下，可存活8

～10天，在自然界中存活的时
间也只有10天。而且，周氏啮小
蜂是靠寄主(美国白蛾幼虫)生
存的，所以存活率也较低。

考虑到这些条件，周氏啮
小蜂的投放标准一般为每只美
国白蛾投放3到5只，每棵树大
约投放1只蚕蛹，内含4500只小
蜂。

本报记者 王伟平
通讯员 徐杰

近期，市区部分小区
出现大量的美国白蛾幼
虫。现在，最常用的物理防
治方法是投放美国白蛾的
天敌周氏啮小蜂。周氏啮
小蜂是什么样子，习性怎
样呢？记者进行了探访。

商讨方案

①从蝉蛹里可以看到周氏啮
小蜂密密麻麻的虫卵。 本报
记者 王伟平 摄

②从蝉蛹中逐渐羽化出来的
周氏啮小蜂非常小。 本报记
者 王伟平 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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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后的周氏啮小蜂。(网络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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