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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园
武定狮子山保护区——

一座山一座动植物博物馆 科考团深入苍山
获大量物种资源一手资料

一块化石揭秘“地质史上的
鱼类时代”

1972年，中科院古脊椎研究所科
研人员一行来到狮子山南部山麓下，
在这里挖掘出了狮子山蕴含的地质秘
密——武定华南鱼化石。

地处内陆的武定县，怎么会有鱼
类化石呢？据介绍，前震旦纪的中上元
古代时，武定县经历了地槽发展阶段，
当时，武定县一带是一片汪洋大海。
到前震旦纪末，发生了强烈的造
山运动，迫使地槽回返，进入地
台发展阶段，地壳上升，形成了
康滇古陆。随后，灯影期开始
时，地壳下降，海水发生第一
次浸进，武定被海水淹盖。灯
影期末，地壳略有上升，发生
第一次海退成陆。下寒武纪初，
地壳复又下降，武定开始第二次海浸，
海中生活着三叶虫、原始腕足类等生
物，并发生沉积作用。中寒武纪末，地
壳上升，武定发生第二次海退，再度形
成了陆地。

经历了两次地壳下降为海，上升
为内陆湖盆成泻湖的变迁，武定县地
质结构沉积了一套滇中较为特殊的海
陆交替相地层，被称之为“武定群”。下
降为海时，腕足类、瓣鳃类、三叶虫等
大量繁殖，上升为内陆湖盆时，武定华
南鱼、温氏武定鱼、刘氏滇鱼等在湖中
游动并大量繁殖。

当科研人员小心翼翼揭开尘封已
久的面纱，鳞片的纹路依然清晰可见，
化石上的颜色在周围黄色砂石的映衬
下折射出光芒，仿佛这条来自于亿年
前的华南鱼依然鲜活。近10余年来，在
距狮子山 2公里的中泥盆纪旧城组页
岩中还发现了较多的温氏武定鱼以及
大量以武定命名的三叶虫化石。由于
沉积特殊，有大量的鱼类化石，武定群
被国内外地质界、古脊椎动物界称为

“地质史上的鱼类时代”，是国内外地
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研究中泥盆
纪鱼类演化的极好起点。

一片植被写照滇中高原植物区系

余明红每天都会在景区内留下 2
万步以上的足迹，他是狮子山保护区
内的一名护林员，守护着狮子山一年
又一年的郁郁葱葱。“要是有一个地方
巡查不到，我就不放心。”他知道，任何
一个小小的隐患都能给狮子山带来巨
大的灾难。“你看这棵树，已经在这610
多年了，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它。”余明
红指着正续禅寺前一棵高 32.7米，胸

径达 2.36米的巨
大柳杉说道，浓
荫已将高檀广
院全部覆盖。
保护区内还
有许多明清
柳杉、明清
扁柏、龙凤

翠柏、云南山
茶等古树名木见证

着狮子山的沧海桑田。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一幅生动的

植物立体分布图在脚下铺开。在海拔
1700米至 2200米的山地箐沟路段，土
层深厚，湿度大，旱冬瓜林以小片纯林
出现；在海拔 1900米至 2340米的箐
沟、陡坡处，元江栲林常年葱绿，林冠
较整齐，林下阴暗潮湿，蕴藏着丰富的
植物种类；在海拔1800米至2200米的
狮子山以南的中坡地带，滇油杉林在
肆意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400米的
中上部山地，云南松林层次分明，与华
山松毗邻；在海拔 2400米左右的狮子
山顶部，华山松林将山体铺满了深绿
色。狮子山保护区内，各种类植物交错
镶嵌、互相交融、相互过渡，物种间的
相互交流加速了该区域植被的演化和
更替。

“这是土连翘，那个是滇石栎……”
余明红在巡护狮子山的日子里，逐渐
从门外汉，成长为“业余植物学家”。

“边走边学，走得多了，自然也就略知
一二了，不过山里的植物种类太多
了，我只能认出一部分。”狮子山保护
区属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区，古
热带区系与东亚植物区系在这里得
到完美结合。同时，狮子山保护区还
位于中国—喜马拉雅和中国—日本
成分交汇线西缘及滇西北新特有中
心和滇东南古特有中心的中间，因此
生物多样性具有东西交汇、南北相通
的特点。

依据《中国植被》《云南植被》《云
南森林》等重要植被专著中采用的分
类系统，狮子山保护区的植被类型共
有 4个植被型，6个植被亚型，10个群

系，所记录群落共有14个，形成了典型
的滇中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
态系统。狮子山植物区系起源古老、联
系广泛，拥有大量古老、特有、孑遗植
物类群，保护区内共有珍稀濒危植物4
种，食用植物20多种，药用植物300种
以上，该植物区系也成为了滇中高原
植物区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把生
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县工作的突出地
位。在《武定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
方案》(2016-2025)》的指导下，全县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任务和优先领
域逐渐清晰，分年度组织开展生物多
样性监督、检查、评估和考核工作，切
实加大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力度。与此同时，武定县还建立了
狮子山州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监测体系，健全植被、植物、动物信息
数据库，及时掌握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动态，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建设提供
依据。

如今，武定县197株古树名木的挂
牌保护也已全部完成，并录入“全国古
树名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古树名
木的动态管理。同时，抓好天然林保护
工程，把管护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山
头地块。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建立管
护所（点）15个、瞭望台4座、木材检查
站 2处，管护人员增至 542人，建立健
全了天保护林网络体系。

除了丰富的植物资源，狮子山保
护区内还生活着175种野生动物（陆栖
脊椎动物），其中树鼩、豹猫被列为
CITES附录Ⅱ物种，中国特有种有川西
白腹鼠、大耳姬鼠、大绒鼠、滇绒鼠、西
南兔5种，国家Ⅱ级保护物种有楔尾绿
鸠、白腹锦鸡、红隼、普通鵟、松雀鹰、
鸢、雕鸮7种。

同时，狮子山保护区内湿润的气
候和肥沃的土壤，为各种真菌的生长
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
了丰富的真菌资源。狮子山保护区现
已发现大型真菌 21种，其中食用菌有
18种。

余明红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林间。
“我们责任重大，狮子山里有数不清的
植物和动物，这是我们的家园，也是它
们的家园，我们要为大家守好家。”

一朵牡丹盛放冠盖西南

一月天积肥、修剪枯死枝，二月天
除草、施肥，三四五月牡丹进入盛放
期，六七八月排水、防治病虫害……根
据牡丹花栽培管理工作月历，来自牡
丹之乡洛阳的王建每和他的15名花苗

“保育员”一年四季在狮子山牡丹花种
苗培育基地里耕种“芳香”事业。

作为培育基地的负责人，从事了
花苗培育29年的王建每被大家称为男
版“花仙子”。“我2017年刚来到基地的
时候，只有80多个牡丹品种，现在我们
一共引进和培育了126个牡丹品种，极
大丰富了观赏型和研究性。”

“狮子山海拔高，冬季的低温时间
能达到 20天左右，给牡丹花提供了一
个最佳休眠期，这也使得狮子山的牡
丹花苞好、颜色亮。”2017年至今，王
建每带领基地工作人员在原有基础
上，又培育出了 4个特色牡丹品种。这
些新品种都是经过了三四年观察和扦
插繁殖后，花形、花色仍然稳定才能够
被命名。在上万平方米的培育基地里，
每年要培育出盆栽牡丹 4千多株，菊
花 3万多株、各类草花 4万多株，以供
狮子山景区游客观赏，同时丰富物种
资源。

目前，狮子山景区内已建成占地
102亩的 3个牡丹园，种植牡丹 4万多
株。先后从河南洛阳、山东荷泽、安徽
铜陵、四川彭州和云南丽江等地引进
了众多品种，同时利用本地品种与外
地品种进行多年杂交选育，培育出惠
帝紫、罗婺献瑞等数十个特色品种，逐
步形成 9大色系、126个牡丹品种，包
括二乔、姚黄、豆绿、胡红、赵粉、青龙
卧墨池等珍稀牡丹品种。

狮子山牡丹因生长海拔最高、花
冠最大、花期最长、开花最早、花色最
艳等特点。春意渐暖时，狮子山牡丹园
内的上万株牡丹竞相绽放，风姿绰约，
五彩缤纷。其中，“狮山黄冠”花朵直径
可达28厘米，花瓣240多枚；“紫重楼”
叶片宽大，花瓣多达400枚。

“洛阳建成了牡丹花基因库，我也
想建立一个狮子山牡丹花的基因库，
培育出更多花期长、花色亮的牡丹
花。”关于牡丹花培育工作，王建每想
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殷洁文
通讯员贺明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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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龙蜥，隶属脊椎动物，爬行
纲，有鳞目，鬣蜥科，龙蜥属，为我国特
有的爬行动物，该物种的拉丁文学名
yulongense取自最初发现该物种的玉
龙雪山的拼音，目前已知分布于云南
西北部以及近邻四川省木里县南部的
金沙江流域。

玉龙龙蜥为营地栖型蜥蜴，栖息
于金沙江干热河谷两岸的乱石堆、耕
地边以及林缘杂草灌木丛中，主要以
昆虫等节肢动物为食。

雄蜥为了吸引异性，往往体色艳
丽，其背部为棕褐色，体侧从耳部一

直延续到胯部各有一条对称的锯齿
状浅色纵纹，腹侧部有着标志性的绿
色或浅绿色斑块。而雌性则体色灰暗
许多，背部纵纹不明显，体侧也没有
绿色斑块。不过雌性和雄性喉部处均
有明显的三角形绿色喉斑，这是玉龙
龙蜥独有的花纹，区别于周边分布的
其他龙蜥。

2012年，它被学界正式描述，根据
来自近 100年前的一份标本。1914年，
一位名为R. C. Andrews的外国人入
华采集到了这种蜥蜴，百年来它一直
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学界对它生活

时的颜色、生活习性和分布情况均一
无所知。直到2017年，中国学者才首次
在野外重新发现了玉龙龙蜥，填补了
该物种自然生活史资料的空白，同时
得到了该物种初步的资料。

从发现到基本认识，学界花了103
年。而通过近期的调查，学者又将该物
种的分布向北继续推进至了四川南部
的木里县境内，未来，人们对它会有更
多的认知。

摄影：和堂
文字整理：田源

云南网提供

启动于2020年7月的“云南苍山
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
察”项目，由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洱
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立项资
助，大理大学农学与生物科学学院负
责执行，是继 1981年中英和 1984年
中美苍山植物联合科考以来，针对该
区域的首次综合科考。科考团成员来
自云南、广西、山东、江西、浙江、新
疆、陕西等地，都是大理大学自己的
科研力量。

本次科考主要对苍山洱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自然地理、生物多样性、
社会经济、保护区威胁因素、保护管理
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价，项目执
行至今已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近日，
大理大学农学与生物科学学院“云南
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
考察项目”团队对外宣布，发现采自苍
山的甲虫“活化石”大卫两栖甲，以及

“大理蝎蛉”“南诏蝎蛉”2个蝎蛉新种。
“这只大卫两栖甲标本是 2013

年本科生实习时在苍山上采集到的，
一直放在库房里。今年 5月，我观察
标本时偶然发现了它，是一只雌性标
本。”王吉申博士2020年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毕业，敏锐的科学直觉和深
厚的专业知识，让他独具“慧眼”。

两栖甲属于鞘翅目、肉食亚目甲
虫，全世界已知仅1属5种，分布于东
亚和北美。我国仅记录 2种，即大卫
两栖甲和中华两栖甲。大卫两栖甲最
初由发现大熊猫的大卫神父于 1870
年在四川宝兴采集到，后由法国昆虫
学家卢卡斯于1882年描述和命名。

“两栖甲出现于恐龙时代，是孑
遗物种，其分布与第四纪冰期密切关
联。横断山区南北走向的山脉，为其
躲避冰期、向南迁徙创造了条件。”王
吉申博士介绍，长期以来，大卫两栖
甲的已知产地仅为四川西部，本次发
现将其分布范围向南扩展了近 500
公里，验证了大理苍山与横断山脉在
动物区系上的联系，对研究青藏高原
东缘的冰川活动及地球冰期动物的
迁移等，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遗憾
的是，我们今年重访当时采集到大卫
两栖甲标本的区域时，没有发现新的
个体。我们将继续在这块区域进行探
寻，期望再次发现大卫两栖甲。”

王吉申博士的研究为世界长翅
目昆虫系统学和生物地理学，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
以蝎蛉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此，他不
仅跑遍国内众多有蝎蛉分布的高山
溪谷，还到日本、东南亚等国进行调

研。全世界有记录的蝎蛉共 500多
种，王吉申已经见过400多种。“2015
年，我在苍山上无意间采到了一只以
前没有记录过的蝎蛉标本，以后每年
都过来找，直到去年7月终于采到了
10多只。我去年 10月将 2种蝎蛉的
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今年 5月，这
一成果发表在新西兰国际动物分类
学期刊 Zootaxa上。”王吉申说，他将
这两种昆虫分别命名为大理蝎蛉和
南诏蝎蛉，是为了体现其在世界上的
首次发现地为大理。

蝎蛉属于昆虫纲、长翅目、蝎蛉
科，因其雄性腹部末端膨大上举，形
如蝎尾而得名。蝎蛉的头部前方延长
成喙，咀嚼式口器位于喙的末端，主
要以死亡的节肢动物为食，偶尔取食
花蜜、水果等。雄性蝎蛉会用节肢动
物尸体或唾腺分泌物等作为“礼物”
献给雌性，以争取交配机会，因此蝎
蛉在动物行为学方面有重要研究价
值。“蝎蛉对动物死亡个体的感知很
敏锐，在法医昆虫学上，也用蝎蛉来
鉴定刑事案件中受害者的死亡时
间。”王吉申博士说。

“科考团成员的研究囊括了动
物、植物、微生物、景观生态、生态遥
感等方向。本次科考除发现大卫两栖
甲这一苍山新纪录物种以及大理蝎
蛉、南诏蝎蛉 2个昆虫新种外，还发
现了游隼、高山亢鹫、大理刺螩等其
他3种苍山新纪录动物，以及高山薯
蓣、灰毛鸡血藤等5种苍山新纪录植
物。”农生学院副院长胡小康博士说，

“植物组已收集到杜鹃、报春、龙胆等
系列苍山特有或有重要观赏价值的
植物影像或标本。我们还在苍山上发
现了白腹锦鸡、白鹇、黑颈长尾雉等
149种鸟类。最典型的是白腹锦鸡这
种国家 II级保护鸟类，经过保护区管
理局采取专项保护措施后，其种群数
量已经大幅增加。”

“我们使用样线法和自动相机法
调查兽类，共记录到20多种兽类。在
苍山上安装了 32台红外自动相机，
拍摄到小熊猫、豹猫、黄喉貂、赤麂、
野猪、豪猪、高原兔等十多种动物的
影像。”动物组领队马驰博士介绍。此
外，保护区管理局洱源县分局通过红
外相机首次在苍山获得黑熊的影像
资料，经科考团鉴定证实了此次发
现。到目前为止，动物组使用样线和
样点调查法还记录到140多种鸟类，
获得了黑颈长尾雉、血雉、白鹇等濒
危鸟类的第一手资料。

本报记者秦蒙琳

滇中高原中北部，金沙江一级支流普渡河流域，狮子山巍然挺立于

此。狮子山保护区内，不仅拥有揭开古生物演化的“留证”，还分布有

典型的亚热带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培育着126个牡丹品种，较好地保

留了滇中高原地带性天然植被，是普渡河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一个展现良好自然生态系统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博物馆。

玉龙龙蜥物种资源

南滚河自然保护区
首次拍到红豺

本报讯（记者李承韩通讯员俸
琛 李志敏）据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消息，日前，该自然保护区
整理红外监测相机数据时发现拍到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红豺，这是南
滚河自然保护区首次拍到红豺。经过
初步判断，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大概有
2至3只红豺。

据介绍，红豺属食肉目犬科属下

的一种动物，大小似犬而小于狼，耳短
而圆，四肢较短，背毛红棕色，尾末端
约二分之一为黑色，腹毛较浅淡。豺以
南方有林的山地、丘陵为主要栖息地，
广泛分布于整个北亚、南亚及东南亚
的大陆。虽分布广泛，但数量稀少，在
整个国内的分布都急剧锐减。

截至目前，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共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0种，二

级保护动物90种，
此次发现红豺又刷
新了南滚河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物
种的新纪录。

生态系统

武定温氏鱼化石武定温氏鱼化石

三叶虫化石三叶虫化石

玉龙龙蜥玉龙龙蜥摄于丽江摄于丽江

武定狮子山武定狮子山

自然保护区红外监测相机拍到的红豺自然保护区红外监测相机拍到的红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