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通往巴岳山的古道，这两棵紧紧相拥
的黄葛树，就是传说中的黄葛门，也是进山的山
门。”5日，在铜梁区南城街道黄门村的上山道路口，
一棵“奇特”的树木挡住了大家的去路。

仔细观察，两棵本来各不相干的树，在离地约3
米的地方，相互拥抱融为一体，中间没有间隙。在
它们的身下，形成一个天然的“门洞”，这道门可以
让3个游客并肩走过。它们相生相拥大约1米之
后，两棵树又断然分开，各自把主干尽情向蓝天伸
展，它们的枝叶则一路牵手，相互掩映，共同组成一
把遮天蔽日的硕大绿伞。

“你看树上那些红丝带，都是前来许愿的有情
人挂上去的。”同行的铜梁区林业局一负责人介绍，
这个黄葛门，不但造型奇特，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相传，300年前，巴岳山静广寺的和尚慧明爱上了前
来进香的姑娘郭香妹，但郭母极力反对，并指着山
下的两树黄桷树说，“待若两树为一，方能娶吾
女”。慧明还俗后在树旁搭屋守护，日日焚香祈祷，
天天采露浇灌。终于感动上天，使两树雌雄合一，
慧明遂得心愿。

从此，黄葛门成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寓意“让人
喜结连理”，引得四方爱人皆来祈愿，又留下众多爱
情佳话，“情人树”或“鸳鸯树”之名也不胫而走。

传说
“黄葛门”能让人喜结连理

这些重庆古树名木

棵棵有故事
本报记者 王翔

要说树木，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那些已有数百上千年树龄
的古树名木。它们历经风雨，不仅大多外形独特，更重要的是，其见
证了当地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已深深融入到当地群众的生活之中。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我市的古树名木普查队伍一起，
走近分布于各地的古树名木，探寻它们那件件扣人心弦的传说、
历史和故事。

在黔江，要说最有名的古树，那肯定非水市乡水市
村一组（小地名：水车坪）的“红军树”莫属，虽然这颗古
树树龄据推算大约仅有150年左右。但其见证贺龙元
帅革命历程的特殊经历，却让其显得很不一般。

“贺龙元帅四次来水车坪，都和这棵皂荚树有交集。”
水市乡一负责人介绍，第一次是1914年。贺龙从湖北鹤
峰县来到水车坪，在皂荚树下（红军树）的骡马市场选购
了一匹枣红马。以后，他骑着这匹马跑遍了云贵川湘。

第二次是1916年秋。贺龙拉起1000多人的农民
武装队伍，为了加强民军装备，他又来到水车坪，选购了
数十匹战马。

第三次是1917年冬，在“护法军”之间相互争斗的情况
下，贺龙愤然出走。途经水车坪住了一宿，第二天凌晨离开
这里前往武汉、南昌、广州等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第四次是1934年5月6日，贺龙从马喇湖（地名位于
黔江区境内）出发，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去攻打彭
水，住宿水车坪。水车坪人民为了不忘这段珍贵的历史，
就将这颗皂荚树取名为“红军树”。

如今，为纪念那些难忘的历史，当地政府在红军树
下修建了一个红军树广场，使具有光荣历史的“红军
树”，成为黔江区主要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史
“红军树”见证贺龙元帅革命历程

古树不止在大山深处。在渝北渝兴中学的
操场中央，就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天晴时，即使
相隔二三十里地，你只要站在高坡处远眺，就能
看到地平线上那兀自凸现的树冠。即使站在5
层楼高的学生宿舍上，你也不得不抬头仰望它。

“这树少说有40米高。”渝兴中学一负责人
说，据说，这颗古老的银杏树栽种于明朝万历年
间牛皇庙（50年前改建为渝兴中学）建寺之时，迄
今已近400年历史，树干粗大，树冠呈扇形，直径
超10米，形成了一个面积可观的遮阴之地。

这棵古树就像一把天然的遮阳伞，在夏天，
200个学生站在树下晒不到太阳，它也因此，几
乎见证了学校每个学生的成长，学生们对古树也
很是喜欢。

数十年来，渝兴中学送出了一届一届的毕业
生，每届毕业生都要集体与银杏树留影，然后走
出校门走向社会。一届一届的校友，他们都对寄
托着自己青春的古树无比牵挂，每每回到校园，
临走时都要带走一包银杏叶子，寄托自己的无限
思念与牵挂之情。

身边
200人站树下晒不到太阳

▲黔江水市乡红军树（皂荚）
（本栏图片均由市林业局提供）

▼渝北兴隆渝兴
中学银杏

▲铜梁黄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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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应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吴先红博士
邀请，丹妮拉·鲁斯受聘为该校“优才计划”导师，并登上
讲台为同学们讲解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前沿科技。讲
座结束后，重庆日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重庆日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是怎样一种关系？
丹妮拉·鲁斯：人工智能，其实是对让计算机展现出

智慧的方法的研究，目的是让计算机工作达到最大的效
果预期。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其实就是
一种机器设备。

人工智能就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学习、推理、
规划、感知来进行一系列的任务处理，人工智能就像是
人的大脑，所以才会有AlphaGo等人工智能项目。在
工业时代，机器人通过固定的指令，替代人工完成工业
作业；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就像被赋予了“大脑”，
可以像人一样独立思考和学习，完成作业。所以，机器
人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表现形式。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关系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人工
智能赋予机器人思考的能力，机器人应承了人工智能的
外在表现。其实两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两者相互促进，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
关系。人工智能在未来最广泛的运用，应该就是机器人
的“大脑”。

重庆日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你有个观点，
认为“软件走在了硬件前面”，能阐述一下这个观点吗？

丹妮拉·鲁斯：是的，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软
件的研发领先于硬件研发。虽然软件研发方面，也有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制造过程中，是否可以让机
器协同？在没有中心控制的时候，机器之间是否可以自
己对话，然后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的形式可以应
用到交通系统，或日常组装家具。还有，如果机器突然
停下来，是不是会进行自我反省，然后引领人们过去帮
助它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算法可以解决以上问题，这

就是软件研发的领先之处。
重庆日报：AlphaGo 已经证明人工智能在某些领

域超过了人类大脑。许多人担心，当机器人拥有人工
智能，会比人类更聪明，甚至会成为人类的敌人。这一
类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你认为未来会出现
吗？

丹妮拉·鲁斯：你是说《终结者》吗？其实，无论

是人工智能还是机器人，都不可能取代人类，因为人
工智能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就拿AlphaGo来说，
它即便拥有了自我学习的能力，但仅仅只局限于围棋
这个领域，换成象棋、扑克等其它棋牌类游戏都不
行。所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只是擅长于某一特定领
域。因此，他们是人类完成工作，享受生活的帮手，
而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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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近
日，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公运
支队“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活动再
次启动，“雷锋的士”队员们走进山
区，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实现
小小心愿。

几天前，“雷锋的士”队员们带
着为贫困儿童李存金、李腊梅兄妹
俩购买的羽绒服、棉裤、棉被、米、
油、学习用品等，再次来到他们的
家。李存金、李腊梅兄妹俩穿着单

薄的衣服，正趴在屋檐下两根简易
的木凳上做作业，脚下烤着火盆。
见到叔叔们提着礼物来了，还给他
们穿上厚厚的新羽绒服，两个孩子
开心得在院子里蹦蹦跳跳。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公运
支队负责人介绍，孩子们的愿望很
简单，“也许是一个书包，一个文具
盒，一件新衣服，睡觉被子盖暖活一
点……我们都会努力帮忙实现，让
孩子们感受到温暖。”

“雷锋的士”为贫困儿童完成心愿

本报讯 （记者 白麟）美国当
地时间1月5日，力帆、盼达用车、
百度在美国硅谷，举行了首个无人
驾驶商业应用服务场景展示发布
会，这是中国共享汽车与无人驾驶
结合的首次海外亮相，也意味着国
内商业无人驾驶技术迈出了意义非
凡的一步。

此前，上述合作方已在美国发布
了基于百度Apollo2.0版本的无人
驾驶共享汽车——力帆330 EV。
在当日发布会上的试乘试驾环节，
力帆330 EV前聚集了大批媒体，
大家积极参与并体验了自动取还
车、自动充电和自动调度等功能。

在现场体验中，用户只需在盼
达用车的手机APP里寻找车辆，选
择车辆并点击“我要上车”按钮，输
入上车地点，车辆就可以自动从停
车位驶出，来到用户所在位置。接

上用户后，汽车可智能决策行驶路
线，平稳驶向目的地。当用户下车以
后，只需在APP里点击“我要泊车”，
便可以开启自动泊车功能。在自动
驾驶以及取还车过程中，车辆可以有
效辨别交通信号灯，识别和避让行人
等，还能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作为百度Apollo计划的重要
拼图，力帆负责整车制造，并协调盼
达用车的试验车辆以及市场运营车
辆。此次亮相的无人驾驶共享汽
车，不但从技术上解决了用户最后
一公里取还车问题，同时也给了百
度Apollo平台产业链中各个行业
参与者更多的信心与底气。

在当天活动现场，盼达用车
CEO高钰透露：50天后，上述项目
将正式在重庆落地，成为国内首个
新能源共享汽车无人驾驶商业应用
项目。

力帆在美发布首款无人驾驶共享汽车
春节后在渝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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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江津区举行2017年第四季度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有28个项目携436亿元落户江
津，使全年累计招商引资金额突破了1200亿元，标志该
区“永不落幕招商会”已初获战果。

当日集中签约的28个项目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等多个方面。其中，
投资超过10亿元的6个，1亿元-10亿元的22个。

从投资来源地来看，除重庆企业外，还有来自北京、
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山东、云南、江苏等地的企业，总
投资金额逾400亿元，市外投资占签约总投资的比重超
过九成。

从签约落户地来看，前不久通过市级预验收的重庆
江津综合保税区继续保持着“吸金热土”的势头，共有上
海迳兴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等5
家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总投资26.5亿元。

其中，上海迳兴实业有限公司将投资20亿元，在江
津综保区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可
实现年进出口额50亿元。

截至目前，江津综合保税区已签订正式投资协议22
个，总投资284.5亿元，预计将实现年营业收入370亿元。

珞璜、双福、德感、白沙4个工业园依旧热门，在此次
集中签约仪式上共签约19个项目，协议投资127.9亿元。

另外，文农旅融合项目也成为此次签约的亮点。江
津滨江新城、重庆（江津）现代农业园区、四屏镇等组团
共斩获包括城市综合开发、公园、特色小镇等相关项目
共计277亿元投资。

其中，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到江津
投资打造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津乡银滩休闲公园和“西
游记”项目。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将在江津滨江新
城投资70亿元，建设篆山坪颐养田园小镇项目，包括城市

综合开发、公园建设等。
第四季度招商引资项目的集中签约，标志江津从

2017年初开始打造的“永不落幕的招商会”已取得初步
战果。

2017年初，江津抢抓国家批准设立重庆江津综合保
税区机遇，转变招商思路、创新招商方式、拓展招商领
域，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招商会”。

数据表明，2017年，该区共新引进各类外来投资项
目436个，其中1亿元以上项目147个，10亿元以上项目
28个，合同引资1200亿元，实际到位资金（含续到）730
亿元，同比增长17.2%。

江津区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即
将迎来国家正式验收实现封关运营，渝贵铁路全面进入
运行试验，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和重庆枢纽港珞璜港
项目有序推进，江津对外开放优势越发凸显。

2018年，江津区将以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为指引，全力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力争全年合
同引资突破1200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24亿元，引进全
国知名企业、上市公司、法人资格研发机构等分别达到5
家以上，以“永不落幕招商会”继续开拓招商引资新局面。

赵童 王琳琳 黄柏添

2017年第四季度招商引资集中签约436亿元，全年累计引资金额突破1200亿元

江津“永不落幕的招商会”初获战果

1月10日，在红旗河沟枢纽站，我市首批一级踏步公交车投用。该车配
备坡道板和轮椅固定装置，便于残障人士乘坐。另外，该车还配有防晒隔
热的车窗、显示车辆运行位置的LED显示屏、车厢内多个USB充电接口等
设备。 记者 罗斌 摄

我市首批一级踏步公交车投用

丹妮拉·鲁斯，她头顶数不清的光环：她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她曾经一手创办
了达特茅斯学院机器人实验室；她是全球最大的校园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掌门人；她开创的可编程物质和分布式机器人的研
究让其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地位最高的女性——她是人工智能界的奇女子。

重庆日报对话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地位最高的
女科学家丹妮拉·鲁斯

人工智能 是人类助手不是敌人
本报记者 陈钧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如今，
农民可以把森林的收益权拿去抵押
贷款，但单个农户森林面积小，抵押
手续复杂，成本高，银行不愿放贷，
怎么办？1月10日在涪陵挂牌成
立的重庆瀚森林权收储公司，有效
解决了上述难题——这也是重庆首
家林权收储企业。

据悉，我市2007年被列入全国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
来，开始推行农村三权抵押的改革，
农民可以用宅基地或其承包经营的
森林、耕地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
款，用于发展农业生产。我市也建
立了相关的交易市场。

不过，三权抵押融资的最大难题
之一在于，农民的抵押物价值不大，
但评估及相关成本高，对银行而言，
小规模的单笔业务几乎无利可图，导
致这项改革推动较慢。福建、浙江等
省市的做法，是政府鼓励成立林权收
储企业，由后者集中收购众多单个农

户的林权，形成一个“项目池”，再整
体与银行对接，从而缩减成本。瀚森
便是重庆首家这样的企业。

和此前形式多样的三权抵押融
资比较，瀚森林权收储公司在金融
创新和风险防控方面做了一些新探
索。例如，按照“游戏规则”，当林农
贷款出现不良后，林权由收储公司
收储，后者承诺在双方约定期限内，
林农仍可以按成本价购回；当林农
无法还款时，在不破坏森林的前提
下，可以在林下从事种植和养殖业。

帮助农户对接银行，但林权收
储公司如何盈利呢？靠的是撮合交
易的服务费。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林权收储公司第一年收取融资
总额约5%服务费，此后每年收取
1%。业界人士透露，更大的收益来
自于未来逐步看涨的碳汇交易。据
悉，国内已有不少民企试图通过林
权收储介入该市场，等待碳汇交易
的市场爆发期。

重庆首家林权收储企业诞生
帮助农户缩减贷款成本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1月
9日，垫江县工业园区，宁波力汇公
司在垫江投资1.8亿元的锂离子电
池项目开始动工开建。至此，从新
年开始的9天时间里，该县已有20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61亿元，涵盖
新能源、汽车等诸多领域的项目纷
纷破土动工投建。

今年以来，除了宁波力汇公
司锂电池项目之外，还有重庆捷
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扩能项目、
重庆隆斯达汽车零部件项目、重
庆普天光电太阳能照明灯生产项
目，这些项目通过垫江招商引资
后，经过多次对接和考察，纷纷落
地开建。

一批新能源项目落地垫江投建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
10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认定结果，全国
200 所高校的 201 个教师团队入
选。其中，重庆市高校共有5个教
师团队入选。

重庆市这5所高校的教师团队

分别是：重庆大学廖强“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教师团队”、西南大学李
加纳“油菜教师团队”、西南政法大学
卢代富“经济法教师团队”、重庆邮电
大学王汝言“信息通信理论与技术教
师团队”、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赵
计平“汽车制造类专业群教师团队”。

我市5个高校教师团队

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