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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滋潤”的城市，藏在四川西部
如果你生活的城市，一年 365 天，
從年初到年尾，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下
雨，絲絲細雨似乎從未斷絕，你會怎麼
想呢？
在中國，真有這樣一座“雨城”，
它平均每年降雨的日子達到了 210 天。
降雨的日子，平均每天有 7 個小時在下
雨，年降水量達到了 1800 毫米，堪稱
中國最“滋潤”的城市。你或許以為這
是沿海的某座小城，但它卻深藏在四川
西部、青藏高原東麓，它就是雅安。

雅安天漏，女媧補天留下的缺口？
在中國眾多城市中，雅安的年降水量並
非是最多的，許多沿海城市如廣東汕尾、陽
江等地年降水量都在它之上。但深處內陸、
遠離海洋的雅安卻是一年中累積降水時間最
長的，年降水量也位居前列，因此被封為
“雨城”。雅安的中心城區就叫“雨城區”
。
雅安愛下雨，歷史很早就有記載。西元
561 年，北周武帝收復青衣、邛、徙地區推進
漢民郡縣，隋時立雅州，那時便被描述為
“多雨，天無有三日之晴”。由於多雨，自
古也有“雅安天漏”之說，唐代詩人杜甫詩
曰“地近漏天終歲雨。”
為什麼雅安會有天漏？長期以來，人們
並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當地民間傳說，當
年女媧補天時精疲力竭而死，只留下雅安一
個缺口。傳說歸傳說，近代以來，科學家們
逐漸解開了“雅安天漏”的謎團。
首先，從大的地理環境看，雅安西側是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東面是沃野千里的
四川盆地，正處於從平原向高原的結合過渡
地帶，平均高差約為 2000 米，最高可達 5000
米。突然陡升的地勢猶如一面聳立的屏風，
來自太平洋和孟加拉灣的暖濕氣流與高原的
冷空氣等數股氣流交匯于此，形成豐沛的降
雨。一旦高原和盆地上空的氣流有什麼“風
吹草動”，雅安都會飽受降雨之苦。
不獨雅安，北起綿陽市平武縣，南至涼
山彝族自治州雷波縣，沿過渡地形分佈的南
北狹長地帶，降雨都比較多，是我國內陸地
區降水最多的區域，被形象地稱為“華西雨
屏帶”，雅安正位於這雨屏的中心。
位於高原與平原結合帶，多股氣流交匯
是雅安多雨的基礎，但地形卻是影響其降雨
的關鍵。雅安西面是高大雄峻的二郎山，西
北方是險峻的夾金山，南部有大相嶺橫亙相
向，只有東面一個出口。“喇叭”形的地形
構成，造成東來暖濕氣流只能進不能出。而
且雅安城區處於青衣江與隴西河、周公河等
河流交匯處，水源充足，水蒸氣被照射很難

擴散。一到夜間，四周山上的冷氣流下沉，
與來自太平洋與孟加拉灣源源不斷輸送來的
暖濕氣流一經交匯，便嘩嘩下起雨來。雅安
不但雨日多、雨時長，而且雨量大，並且夜
雨較多。
地形對雅安氣候的影響，通過其臨近地
方的氣候差異可見一斑。瀘定縣與雅安中間
只隔著二郎山，但氣候卻有天壤之別。位於
二郎山東坡的雅安，天氣不是霪雨霏霏，就
是白霧迷茫，翻過埡口到達西坡的瀘定縣後
，呈現在眼前的卻常常是藍天無垠，豔陽朗
照。大相嶺橫亙在雅安市區與漢源縣之間，
在雅安中北部秋雨連綿時，南部的漢源縣受
地形下沉氣流影響形成比較獨特的幹暖氣候
，降水量較少。
不管怎樣，地處華西雨屏帶、地形特殊
的雅安，“雨城”地位在江湖上不可撼動。

多雨的雅安，生物有多豐富？
豐沛的降水孕育了雅安當地繁茂的植被
，即便高山雪峰重重，全市森林覆蓋率也達
到 67%。廣袤的森林給各種生物提供了食物
來源，輔以崎嶇多變的地形，成為眾多珍稀
野生動物繁衍棲息的家園。
雅安大部分區域屬於中亞熱帶濕潤季風
氣候區，但由於境內地勢高低差異很大，海
拔從 500 米到 5000 多米不等，氣候垂直差異十
分明顯。部分山體從山腳到山脊，可出現亞
熱帶、暖溫帶、溫帶、寒溫帶和亞寒帶等氣
候帶，這為境內生物的多樣性提供了氣候保
障。
首先是豐富的植被帶。海拔 3100～3400
米之間為杜鵑灌木叢林帶；海拔 2600~3100 米
之間為冷杉、雲杉、樺木等組成的高山針葉
林帶；海拔 2300～2600 米之間是以鐵杉為主
的針闊葉混交林帶，林下多箭竹；海拔 1000~
2300 米之間為常綠闊葉林、落葉林、混交林
帶，樹種有石櫟、楠木、榕樹、樺樹、青杠
等。大相嶺南簏海拔 800~2300 米之間有雲南
松及櫟類林，東部低山丘陵區有馬尾松等。
雅安眾多的植物中，最有名的當屬“植
物活化石”珙桐，這裡是珙桐最早的發現地

。最早發現珙桐的是一位名叫阿爾芒· 大衛的
法國人。1869 年，他被差派到雅安鄧池溝天
主堂擔任神父，傳教的同時，他喜歡去附近
寶興縣的山林裡探索自然。這一探索可不得
了，他先後發現了包括珙桐樹在內的 200 餘種
珍稀動植物。
珙桐樹是 1000 萬年前新生代第三紀留下
的孑遺植物，在第四紀冰川時期大部分就已
被滅絕，野生種如今只在四川和湖北部分地
區被發現，因此被譽為植物界的“活化石”
。它的花苞紫色頭狀花序如鴿子的頭部，綠
黃色的柱頭像鴿子嘴，花序基部兩片碩大的
雪白苞片則像是鴿子的一對翅膀，因此又被
稱為“鴿子樹”。大衛發現後將它引種到歐
洲，深受歐洲人喜愛，成為廣為栽種的城市
綠化樹種，但在原產地中國，它卻直到上世
紀 50 年代才受到重視。野生珙桐樹的分佈區
域並不集中，多呈混交狀態，數量極其稀少
，但 2008 年，在雅安市滎經縣境內，人們又
奇跡般地發現了多達 10 萬畝的野生珙桐林。
大衛發現的珍稀物種中，最著名的動物
當屬後來成為“中國國寶”的大熊貓。大熊
貓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 800 萬年，因此成了動
物界的“活化石”，是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
的旗艦物種。雅安作為世界上第一隻大熊貓
的科學發現地和模式標本產地，如今擁有大
熊貓棲息地 821.5 萬畝，占四川全省的 27%，
是全國大熊貓棲息地面積最大的市。雅安境
內分佈著野生大熊貓達 340 只，占四川全省的
1/4。位於雨城區的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
雅安碧峰峽基地，是全球最大的大熊貓半散
放式研究繁育基地。人們都說，雅安遍地都
是大熊貓，只是能不能遇到，就要看和大熊
貓之間的緣分啦。
大衛發現的其他明星物種還有川金絲猴
、扭角羚、蘇門羚、短尾猴、亞洲黑熊、綠
尾虹雉、雉鶉、大衛兩栖甲等。他的發現吸
引了更多的博物學家、生物學家慕名來到雅
安，在隨後 100 多年歷史中，有更多珍稀物種
在雅安被發現。
如今，在雅安 1.53 萬平方公里的生態家
園裡，共生活著野生動物 700 餘種（其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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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多雨，但雅安的雨多為夜雨。雅安
一般降水量和降水頻次在午夜零點時達到峰
值，之後隨著時間變化逐漸減少，在下午三
點到四點出現穀值，然後又逐漸增加，到午
夜時回到最大值。李商隱所寫“巴山夜雨漲
秋池”，便是對雅安夜雨的最佳寫照。因此
，在雅安白天出行並不容易遇到傾盆暴雨，
一般也就是絲絲細雨，而大雨往往在半夜入
睡時來臨。上天似乎也特別照顧雅安人的生
活起居。
雅安的雨不僅帶來了淡雅的詩意，也帶
來了宜人的氣候。伴隨著全年 200 多天的陰雨
天氣，雅安市冬無嚴寒、夏無酷熱、氣溫日
差較小、四季分明、雨熱同步、無霜期長，
並且全年風速小、霧霾少、無沙塵天氣、氣
象災害輕。雅安因此被認為具備了最優良的
人居環境和生態旅遊氣候資源。
雅安的雨被稱為“雅雨”，似乎只有這
裡的雨才堪稱“雅”——如雲似霧，恍若輕
紗，似有若無，溫潤的空氣摻和著大量的負
氧離子。在這樣的雨中漫步、賞雨，再怎麼
樣焦躁的心也變得柔和起來。
多雨與高森林覆蓋率，使雅安當地夏天
的溫度比成都低了 5~6 度，很適合避暑休閒。
雅安距成都只有 140 公里，因此成了“成都的
後花園”。今年 7 月 11 號，作為川藏鐵路一
部分的成雅鐵路正式通車運營，很多在成渝
工作的人，從此可以趁週末坐火車去這座最
“滋潤”的城市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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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蠔油

在雨城生活，是一種什麼感覺？

新

萬 字 榮 譽 呈 獻 ——

雅安被譽為“天然的生物基因庫”與
“動植物博物館”。雅安所在的夾金山脈東
坡，也被世界生物學界稱為“第四紀冰川時
期古老生物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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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重點保護動物 19 種，國家二級重點保護
動物 73 種），植物約 185 科 869 屬 3000 多種
（其中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 28 科 48 種），
其中包括大熊貓、小熊貓、川金絲猴、白唇
鹿、羚羊、黑頸鶴、雅魚等近百種珍稀野生
保護動物，以及珙桐、連香樹、葉光蕨、扇
蕨、岷江柏木等數十種珍稀瀕危植物。

為您廚房準備的半加侖裝蠔油
萬字半加侖裝紅標蠔油，以新鮮蠔油汁為原料，味道濃郁，品質優良，是您期待的
正宗風味之蠔油。本產品美國製造，價格合理，設計貼心。容器瓶口大且附有易握把
手，讓您使用更方便。直接打開瓶蓋即可使用。用後請清潔瓶口，並蓋上瓶蓋，儲存
於冰箱內，所佔空間很少。（半加侖裝蠔油重5磅）
今天就來試用萬字紅標蠔油，炒出新鮮美味中餐。

請致電洽詢經銷商:

吉祥食品批發 Tel: 314-426-3440
1550 Page Industrial Court, Overland, MO 63132
www.kikkomanusa.com

盡 情 享 受 絕 對 可 信 任 之 萬 字 牌 高 品 質 產 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