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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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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区生态恢复技术研发与示范

横断山区横断山区横断山区横断山区其其其其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的的的垂直分异性突出垂直分异性突出垂直分异性突出垂直分异性突出，，，，山地环境脆山地环境脆山地环境脆山地环境脆

弱多变弱多变弱多变弱多变，，，，生物多样性丰富独特生物多样性丰富独特生物多样性丰富独特生物多样性丰富独特。。。。长期以来的人类活动以及资源长期以来的人类活动以及资源长期以来的人类活动以及资源长期以来的人类活动以及资源

非持续利用使横断山区饱受众多生态退化问题非持续利用使横断山区饱受众多生态退化问题非持续利用使横断山区饱受众多生态退化问题非持续利用使横断山区饱受众多生态退化问题的的的的困扰。因此困扰。因此困扰。因此困扰。因此，，，，

开展生态恢复技术开展生态恢复技术开展生态恢复技术开展生态恢复技术研发与示范研发与示范研发与示范研发与示范攻关攻关攻关攻关，，，，解决横断山区不断加剧的解决横断山区不断加剧的解决横断山区不断加剧的解决横断山区不断加剧的

生态退化问题生态退化问题生态退化问题生态退化问题，，，，是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是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是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是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也是区也是区也是区也是区

内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与后续管理的科技需求内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与后续管理的科技需求内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与后续管理的科技需求内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与后续管理的科技需求。。。。

本项目以横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技术体系为总体目本项目以横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技术体系为总体目本项目以横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技术体系为总体目本项目以横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技术体系为总体目

标，主要针对区域自然与人为标，主要针对区域自然与人为标，主要针对区域自然与人为标，主要针对区域自然与人为

相互作用下山地垂直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下山地垂直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下山地垂直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下山地垂直生态系统

存在的突出生态退化与资源可存在的突出生态退化与资源可存在的突出生态退化与资源可存在的突出生态退化与资源可

持续利用问题，以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问题，以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问题，以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问题，以生态恢复与

特色资源植物规模产业化开发特色资源植物规模产业化开发特色资源植物规模产业化开发特色资源植物规模产业化开发

为目标，集成整合有效技术体为目标，集成整合有效技术体为目标，集成整合有效技术体为目标，集成整合有效技术体

系，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开发系，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开发系，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开发系，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开发

特色资源产品，为横断山区生特色资源产品，为横断山区生特色资源产品，为横断山区生特色资源产品，为横断山区生

态功能恢复与区域社会经济发态功能恢复与区域社会经济发态功能恢复与区域社会经济发态功能恢复与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技术保障，推动区域生展提供技术保障，推动区域生展提供技术保障，推动区域生展提供技术保障，推动区域生

态工程建设成效，初步奠定横态工程建设成效，初步奠定横态工程建设成效，初步奠定横态工程建设成效，初步奠定横

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的技术体系基础。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的技术体系基础。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的技术体系基础。断山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的技术体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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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亚高山针叶林四种树木幼苗生长与形态特征对增

强 UV-B辐射的响应研究

大气臭氧的损耗导致了地球表面具有生物学效应的紫外线-B(UV-B)辐射增强。

因为植物种类对 UV-B 辐射的敏感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些植物种类对 UV-B 辐射

比较敏感，而其他一些种类受 UV-B 辐射增量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增强的 UV-B 辐

射给植物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刘庆研究员课题组在四川省境内的中国科学院茂县

生态站内进行，以云杉、冷杉、色木槭和红椋子幼苗为模式植物，从生长、形态、

光合作用等方面研究了青藏高原东缘 4种树苗对全球变化－增强 UV-B 辐射的响应。

该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丰富我国对全球变化及区域响应研究的全面认识，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臭氧层削减和氮沉降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内容；另一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在全球变化下森林更新的早期过程。研究

发现：增强的 UV-B 辐射降低了四种幼苗光合作用及生物量；两种阔叶幼苗色木槭

和红椋子的叶片结构及形态在增强的 UV-B 辐射下受到更严重损害。总之，阔叶树

种幼苗比针叶幼苗对增强 UV-B 辐射更加敏感。该研究结果已发表于 2011 年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

� 干旱河谷现存植被与种子库格局及植被恢复潜力研究

种子库是潜在的植物群落。土壤种子库中的种子能够直接参与地上植被的更新

和演替, 其种类、数量以及多样性指数携带大量的群落演替趋势潜在信息 , 是评估

植被演替动态及自然恢复潜力的重要方面，为制定植被恢复策略提供有效依据。干

旱河谷区种子库特征及其对植被恢复指示意义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已有的研究

主要局限于某一类植物，或部分区域干扰和植被恢复措施对种子库特征影响，缺乏

对植被种子库特征整体及其空间差异性的认识。包维楷研究员课题组李彦娇博士以

岷江干旱河谷不同地段为对象，在 200-230km的河谷范围内选择 8个典型地段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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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样点，通过野外植被调查与土壤取样，采用种子萌发法开展研究。研究发现，与

边缘区相比，干旱河谷核心区的植被覆盖度、凋落物厚度、种子库库容、物种丰富

度较低。土壤种子库和地上植被物种相似性指数低，在 22-32%之间。现存植被物

种组成方面，在干旱河谷过渡区以栎属为主，而核心区以莸属、小叶香茶菜、白刺

花、杭枝梢属及小马鞍羊蹄甲占据优势；在种子库物种组成方面，过渡区以莎草属

和蒿属为主，而核心地段以亚菊属、早熟禾属以及疏穗野荞麦为主。聚类分析与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干旱河谷不同地段，地上植被以及土壤种子库特征与降水以及水

分蒸发显著相关。依据干旱河谷种子库特征，通过人为扰动土壤种子库方式进行干

旱河谷植被恢复的有效性较低，在植被恢复上应采取从过渡区到中间区，从高海拔

区到低海拔区的原则。该结果发表在 2011年《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

� 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迹地灌丛岛效应

灌丛岛效应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改善微气候和提高土壤养分，另一类

是“成核演替效应”——主要包括替代草本植物以及加速木本幼苗更新。在低海拔

地区，灌丛岛效应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对于高海拔地区的研究则相对缺乏。青藏

高原东缘的林线附近，传统林业实践留下了大量的皆伐迹地，受该区域恶劣的气候

条件、环境退化以及高强度放牧等不利因素影响，森林砍伐后迹地的演替与低海拔

地区有明显不同。传统林业实践已经过去 30 多年，但目前大面积的皆伐迹地仍然

停留在早期演替阶段（少量灌木散生的草本层阶段）。因此，发展有效的促进高海

拔迹地植被正向演替的措施是建立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迫切任务。包维楷研究员课

题组王业春博士在壤塘林线附近的皆伐迹地上选择 4种不同斑块大小的灌丛岛，测

定了灌丛大小，以及灌丛下草本群落结构、物种组成、凋落物、土壤养分和微气候

参数。结果表明：所有的灌木物种都显著改善了微气候条件，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和总氮，增加了禾草以及杂草的丰富度、凋落物盖度和生物量，促进了木本植物

幼苗的更新，但是降低了灌丛下草本植物的盖度和生物量。灌丛岛效应受灌丛的大

小和物种的影响，大灌丛的效应更明显，但仍依赖于灌木冠结构和物种的影响。本

研究结果揭示，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高海拔迹地区域，保护灌丛岛，充分利用灌丛岛

效应改善微生境条件是植被管理的有效措施。该结果发表在 2011 年《Annals of

Forest Science》。 （编辑：赵春章 南宏伟 李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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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地灌丛碳汇研究”举行年度工作会

12月 26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现状、

变化和机制子课题-西南山地灌丛碳汇研究 2011 年度工作会在成都举行。会议由子

课题负责人刘庆研究员主持，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出席了会议。

赵新全在讲话中强调，西南山地灌丛碳汇研究的实施对国内外灌丛植被的贡献

重大，希望能够加强组织实施力度，参与者在实施过程中要保持责任感和荣誉感，

顺利完成课题研究。

子课题成员尹华军副研究员和尹春英副研究员分别对顶层设计过程、研究规

划、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作了汇报；各子专题分别作了年度总结和专题报告，就年

度进展、阶段性成果、经费使用情况以及研究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

刘庆充分肯定了西南山地灌丛碳汇研究的年度成绩并提出了希望，一是所有参

与人能够高效、高质量完成调查和采样工作；二是参与人员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加强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和手段，创新性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尽快推进子课题的

实施。

科技处处长张咏梅、

财务处相关人员分别对课

题组织实施、地方合作和

经费管理等方面内容提出

了建议。

青藏高原研究所、西

北高原生物所、成都理工

大学等 8家单位 20余名

课题骨干参加了会议。

会议现场



生态与资源 2011年 第 4期

- 4 -

◆ 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年度总结交流会召开

2011 年 12 月 8日，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与效益评估项目 2011-2012

年度中期工作汇报交流会在成都生物所召开。项目负责人潘开文研究员主持会议。

项目组成员李伟、张曼夏分别汇报了年度工作进展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的典

型林地土壤固碳增汇效益评估。报告指出，项目组本年度主要开展了典型造林树种

水土保持效益监测、典型造林树种土壤碳增汇/减排能力评估、巩固退耕还林工程中

促农增收的典型模式调查等工作，已完成了 3个水土保持效益监测点 6个径流场

2011年度的监测数据，完成了典型造林树种样地内不同层次土壤和凋落物样品的

采集工作，测定了 80余份凋落物样品和 160余份土壤样品有机碳含量，并开展了

退耕农户经济收入状况的入户调查。

听取汇报及审阅相关材料后，与会领导对该项目所取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

为该项目取得的成果不仅可为成都市林业产业和碳汇林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

支撑，而且能为成都市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和创建国家级生态市提供有益的参

考。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副处长李智彪、成都市退耕还林管理中心主任曾小毕

以及成都生物所科技处、项目组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

（编辑：李伟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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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孙书存研究员，陈劲松博士，向双博士、彭

幼红博士和李国勇博士赴长沙参加“中国生态学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

2011年 10月 21-24 日，由中国生态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生态学学会 2011年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创

新生态科学，促进和谐发展”。孙书存研究员及陈劲松博士，向双博士，彭幼红博

士和李国勇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专题会议上做了相关的学术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森林土壤固

碳机制与生物调控、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生态系统管理、退化地的植被恢复与人

工林的优化、新流域生态水文过程、自然

保护区科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等 29 个议题

展开了激烈探讨。在“森林与气候变化”分

会场，陈劲松博士做了题为“西南亚高山人

工针叶林的更新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

应”的精彩报告。内容包括人工针叶林更新

的生态过程与更新潜力、亚高山人工云杉

林更新影响机制及调控技术和全球气候变

化对人工针叶林更新的潜在影响等三部

分，引起了与会同行专家的高度关注。本

届年会的议题涉及内容较广，从不同层面涵盖了当前我国生态学领域内的热点和重

点问题，有力推动了我国生态学学科发展。

◆中科院碳专项“典型区域固碳增汇技术体系及示范”2011

年工作进展总结报告会在贵阳召开

2011年 12月 8-10 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典型区域固碳增汇技

陈劲松博士在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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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及示范”2011年工作进展总结报告会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

顺利召开。会议由项目首席科学家赵新全研究员主持，中科院资环局杨萍主任应邀

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青藏高原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所、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及地

球化学研究所的 30几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首先，各课题组长和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做了 2011年工作进展和经费执行情况，

以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课题组庞学勇副研究员、杜忠博

士参加了这次会议，庞学勇副研究员做了“云杉林固碳增汇技术实验示范”的 2011

年度进展报告。最后，资环局杨萍主任代表资环局对各个课题组 2011年的工作进

展表示满意。同时对课题、子课题负责人提出要求，希望继续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发挥自身力量，优化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固碳

增汇技术，继续推进不同区域固碳增汇核心示范区和技术示范区的建设。

会上，参会专家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对推动专题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会后，与会专家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

所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站科学考察。

◆博士研究生朱霞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 ASA-CSSA-SSSA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2011年10月16日至19日，吴宁研

究员课题组博士研究生朱霞参加了在

美国德州 San Antonio 城市举办的

ASA-CSSA-SSSA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会议中，朱霞参与了展板报

告环节，其展板主题为不同氧气条件

下施肥后土壤氧化亚氮排放途径的研

究，该研究表明当土壤中氧气很低

（0.5% headspace）时，氧化亚氮排放的主要途径仍然是氨氧化过程而非反硝化过

程。展板展示期间，朱霞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受益匪浅。

展板网址：http://a-c-s.confex.com/crops/2011am/webprogram/Paper66676.html

（编辑：李忠荣 彭玉兰）

会议现场

http://a-c-s.confex.com/crops/2011am/webprogram/Paper66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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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庞学勇博士赴美访问 1 年顺利归国
2011 年 11 月 27 日，重点实验室庞学勇博士赴美访问 1 年顺利归国。他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学习和访问期间，在环境研究系 Weixin Cheng
教授指导下，主要从事土壤有机质温度敏感性和“priming effect”(激发效应)研究，

掌握了同位素示踪等相关技术，达到了预期目标。另外，2011年 8月 6-12 日，参

加了在 Austin 举行的美国生态学会第 96 届年会，并 poster展示在美期间部分成果

“The substrate availability controls the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decomposition: evidences from different soil depths”，得到部分同行的肯定。同时，参

与了相关领域，如生物地球化学、全球生态学、土壤生态学、恢复生态学、森林生

态学等专题的讨论。

� 重点实验室吴彦研究员当选为中国草学会理事
2011年 9月 25至 9月 27日期间，中国草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

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会员代表、相关科技工作者及专家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主题为“草业发展与生物低碳农业”。会议议程包括换

届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学术交流及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国家民

政部、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对社会团体组织建设的要求和中国草原学会第八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民主选举产生了马启智等 49名常务理事，马启智当选新

一届理事长，马有祥等 15人当选为副理事长，王堃当选为秘书长。重点实验室吴

彦研究员当选为中国草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

� 重点实验室获批中科院及基金委外籍青年科学家项目
2011年我所向中科院申报的3项外籍青年科学家项目获得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批准，分别获得资助经费 26.5万元（A类）、16.5万元（B）。此外，在中科院国

际合作局的大力推荐下，基金委接受了我所 2名外籍青年科学家的申请项目经费资

助并获得批准，将获得 2012年全年额度 20万元的经费资助。其中，重点实验室申

报的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生物系的植物教研室Dr.Tatiana G. Elumeeva获得院A类资助

经费 26.5 万元，并获得基金委资助经费 20 万元，共计 46.5 万元。吴彦研究员为

Dr. Tatiana中方负责人，V.G.Onipchenko教授作为俄方负责人。自 2006年迄今，此

项目的研究依托平台四川省松潘县卡卡沟试验基地已获得基金委各类基金项目资

助达 6项，进一步推动高山植被现代分布格局驱动机制的深入研究。

（编辑：庞学勇 周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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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类树种——一种能速生丰产的固氮树种

南宏伟

相思类树种属含羞草科(Mimosaceae)金合欢属(Acacia)，全世界约1200种，拥有

十分丰富的基因资源。全球除欧洲和南极洲外均有分布，其中以澳大利亚最多，拥

有700多种，再次是非洲，拥有150 多种(周鸿彬等，2001)。在垂直空间上，从海平

面附近至海拔1500 m以下都有相思类树种分布，但多数分布在海拔100～500 m之间

（韦增健，1996）。相思生长地域大多属热带、亚热带干旱、半干旱区，部分属湿

润、半湿润区，在热带雨林带相思类树种仅10 种左右。

相思类树种是典型的强阳性树种，生长迅速。乔木类相思年高生长量可达 1～

4 m，年胸径生长量可达1～4 cm。它们有发达的根系，具较强地耐干旱、瘠薄能力，

可适合多种立地，但大多不耐寒。相思类树种具根瘤，能有效固定大气中的氮素，

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生长，还可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据报道，三年生以上的相

思林分每年每公顷的固氮量相当于500 kg尿素。相思类树种也具较强的蓄水能力，

旱季蓄水量每公顷可达50 t（刘光良，1997）。相思生命力强，一般无毁灭性的病

虫害。相思类树种多数为灌木，树高不超过10 m；乔木类约占总数的10%～20%，

树高可达35 m，胸径可达 1 m （周鸿彬等，2001）。

相思类树种用途极其广泛，树干、树皮、树冠都具很高的利用价值。据广西林

科院林化所用马占相思树皮提取单宁的试验，原料单宁含量为41.5%～42%，栲胶

得率为49.9%～54.2%，栲胶单宁含量为81.9%～86.4%，因此相思作为栲胶原料发展

潜力巨大。国内外研究及生产实践已证明绝大多数相思类树种材纸浆得率均在商用

范围之内，因此是制造高质量纸浆的优良原料。相思类树种生长快，萌生力强，树

干及枝叶燃烧力强、少烟、耐久、热值高，是优良的速生薪炭树种。同时，相思木

材坚实，心材宽，耐腐性强，纹理致密美观，非常适合建筑、家具、农具、木地板

及柱材等使用。相思类树种枝叶繁茂舒展，冠形美观，令人赏心悦目，可作为优良



Ecores Newsletter 2011 No.4

9

的观赏绿化树种加以推广，如：象耳相思，珍珠叶相思，流苏相思，大腺相思，多

花相思，夹竹桃叶相思等（邹国明等，2005）。

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面临着木材总量供给不足的矛盾，且还将存在

着因实木、制浆原料严重缺乏所造成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我国年缺材量有近1

亿m3要依赖进口。因此，建立持续、高效及对环境友好的现代林业，是当前林业发

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林业迈向21世纪，建立生态文明的战略措施。在满足木材市场

需求的基础上，营造高效集约的短周期工业用材林是较佳的一种解决途径，但高效

集约的短周期工业用材林又面临着强耗地力等不良后果。为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

展，于是选择既能速生丰产又能结瘤固氮维护地力的固氮树种就成了一种较佳的选

择。因此，相思类树种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引起了世界各国

的广泛重视。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发展相思人工林200多万公顷，每年新增30多万

公顷。从1960 年我国首先引入大叶相思开始，先后已有20多种相思类树种被成功

引种，现已有人工林面积约30万公顷，且正以年种植2万公顷的速度发展（邹国明

等，2005）。1984 年，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ACIAR)合作开展了相思类树种的系统遗传改良研究，在粤中、粤西及海南、广西、

云南、福建、江西等省区的13 个生产、教学、科研单位的大力协助下，历经10多

年，最终确定了较有前途的五种相思类树种:马占相思（A.mamgium）、大叶相思

（A.acuriculaeformis）、黑荆（A.meannsii）、厚荚相思（A.crassicarpa）和纹荚相

思（A.aulacocarpa）（江泽慧等，2002）。从此，我国相思类树种的研究步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涉及了相思类树种的引种、育苗、造林、生物生理、生态学、土壤施

肥及根瘤、菌根、病虫害防治等诸多方面（陆道调等，2004）。目前，我国在相思

类树种的研究及应用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有不少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臭氧浓度增加对植物的危害臭氧浓度增加对植物的危害臭氧浓度增加对植物的危害臭氧浓度增加对植物的危害

李甫

众所周知，在距离地球表面 20-50千米的高空有一层浓度相对较高的臭氧层，

可以吸收太阳光中波长在 306.3 nm以下的紫外线，保护地球上的人类和动植物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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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的伤害。紫外线 UV-B段 (290-300 nm)的增加能明显地诱发人类恶性皮肤肿

瘤的发生，对植物的生产发育和形态也有负面的影响。近些年来，由于平流层内超

音速飞机排放的大量 NO以及人类大量生产和使用的氯氟烃化合物，消耗了地球大

气层中大量的臭氧，导致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空洞”，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

注。那么，是否臭氧浓度越高越好呢？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工业的迅猛发展，排入大气中的大量氮氧化合物经过一

系列的化学反应，导致局部地区近大地层中的臭氧浓度有所增加。臭氧是一种强氧

化性物质，对不饱和有机化合物有较强的氧化作用。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起人们

陆续以一系列的农作物和森林树种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植物对臭氧的反应，近年来更

是连续开展了臭氧的生态模拟试验。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浓度臭氧对植物具有

高度的毒性，会引起植物营养成分产生变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必须引起重视。

臭氧作为强氧化剂可以通过气孔进入植物叶片，进而进入细胞壁的水溶液基

质，在那里降解为活性氧(ROS)，如 H2O2、OH和 O2-等，这些活性氧具有造成膜脂

过氧化或攻击原生质膜所有成分的能力，从而破坏正常细胞的代谢功能。臭氧造成

H2O2 积 累 的 现 象 已 有 番 茄

(Lycopersicum esculentum Miller.)、白

杨(Populus tremuloides Michx.)和桦树

(Betula papyrifera Marsh.)等植物被报

道，在对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变种的研究中也发现了 H2O2和 O2-的

积累。活性氧在细胞特异的位置积累

并造成可见伤害，表明在臭氧胁迫下

活性氧成了细胞死亡的调节物质。研

究表明，在臭氧浓度升高的条件下，

活性氧尤其是 H2O2发挥两种作用：短

时间内浓度适度增高可成为启动抗逆

机制的信号物质，而作用时间过长则

损害细胞成分。在植物生长过程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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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种代谢活动以保护细胞成分不被逆境因子伤害，在正常生长条件下，活性氧的

积累是在各种酶和化学的清除代谢过程控制之中的。然而由于臭氧浓度升高造成氧

化胁迫，植物体内的活性氧和抗氧化系统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造成活性氧积累。过

剩的活性氧诱导膜脂过氧化，影响膜结构。高浓度臭氧诱导膜脂过氧化已经在南瓜

(Cucurbita pepo L.)、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莴苣 (Lactuca sativa L.)和菠菜

(Spinacia oleracea L.)等植物中被报道。

臭氧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是植物响应全球变化的重要研

究内容之一。多项研究表明，高浓度臭氧能给植物带来可见的叶片损害，体内活性

氧水平上升。目前的研究大多以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森林植物或纯人工栽培的农作物

为对象，而对城市森林植物研究比较少。城市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域，城市大气中

的臭氧含量相对较高且浓度变化较大，城市森林植物对臭氧浓度变化的响应更加敏

感。因此，关于臭氧浓度升高对城市森林植物的影响将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碳增持对策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碳增持对策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碳增持对策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碳增持对策

李 伟

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不仅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危

机和严峻挑战。面对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系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许多专家认为应

对气候变化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工业、建筑、交通减排，二是充分发挥森林

碳汇的作用。与工业直接减排相比，森林碳汇虽然是间接减排，但其固碳投资少，

代价低，综合效益大，经济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性强，因此，森林在发展低碳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显而易见的独特作用已得到了国际公认（王春峰，2008）。

然而，由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取决于 2个对立过程，即碳素输入过程和

碳素输出过程（方精云等，2001；杨洪晓等，2005），若碳素输出大于碳素输入，

森林则成为碳源，因此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各种干扰，特别

是人为干扰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素输出。如果森林遭受砍伐、火灾或病虫害破

坏，将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成为温室气体排放源，加剧气候变暖。为了促进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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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维持和吸收，增加森林碳贮量，充分实现森林碳汇的作用，应在开展森林碳贮

量和固碳潜力的认证基础上，科学地实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管理和培育森林的技

术措施，让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碳汇林业项目，并通过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以达

到森林碳增汇的目的。具体地讲，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方向。

首先，充分认识森林碳贮量及固碳潜力是管理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前提。森林

碳汇量与固碳潜力的认证是碳汇经济的基础。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需求上讲，开展森

林碳汇量与固碳潜力的认证研究所得出的详细的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数据，能部分

抵消工业排放量，从而能为国家争得额外的二氧化碳排放份额。同时，科学地评估

和认证包括森林地下生态系统在内的森林生态系统碳库的时空分布格局；不同森林

经营类型和森林类型的固碳速率和潜力；以及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

固碳潜力和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更好地针对不同区域的森林类型采取合理

的森林经营方式以充分发挥森林固碳的能力。因此，开展森林碳贮量及固碳潜力的

认证不仅是认识森林碳汇能力的关键，同时也可为调控森林碳循环过程提供理论依

据。

其次，科学的森林经营管理措施是提高森林碳汇的有效手段。森林碳汇充分的

实现与森林的数量和质量密不可分。以可持续森林经营为指导，实施森林分类经营，

加强从森林的培育、管护到采伐的全过程管理，提高成林率和科学经营管理水平，

实现森林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提高森林生产力和资源质量，增加森林碳汇的

有效手段（张志华和彭道黎，2008）。同时，也应在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影响的科学研究基础上，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制定适应于气

候变化的森林集约经营管理措施，才能使林分更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特征而避免造成

严重的不良影响。

第三，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是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重要支撑。实施规模造林、

进行统一经营管理，不仅可以节约造林成本，还可以保证造林的质量。因此应积极

发展碳汇林业，建立起企业投资碳汇林业的试点，进而推进建立碳汇交易的进程。

在实施森林碳汇项目的过程中，应通过广泛宣传，提高公众的碳汇意识，积极倡导

碳汇与“碳补偿”理念。只有让社会公众都参与到林业建设中，自觉维护森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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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森林碳汇落到实处。

最后，合理政策和组织管理是提高森林碳增汇的有效保障。发展森林碳汇需要

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政府层面上，制定合理的政策和碳汇管理措施能

为提高森林碳汇提供有效保障。首先，应制定森林碳汇管理规则，有效组织项目实

施。其次，应建立以碳汇交易为目的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体系，构建区域性的森林

碳汇交易平台。再次，应建立健全碳基金、碳市场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森

林碳汇项目核准、监测、管理认证体系（张维成等，2007），并高度重视应对气候

变化科技支撑工作，加大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建设，积极开展森林服务功能

评估和相关研究。

林下灌木层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林下灌木层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林下灌木层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林下灌木层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杜 忠

迄今为止，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间交互作用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乔木之间的交

互作用、上层乔木对下层植被的影响、以及对土壤和微气候的影响。而反过来，林

下层植被（灌木、草本和苔藓类）对上层乔木生长和生理生态等方面的影响，迄今

没有引起生态学家的足够重视。

林下灌木层在森林总的生物量中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林下灌木层所发挥

的作用经常被忽视。但是开展的研究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林下灌木层在养分循环、

物质流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Mo et al., 2003; Ito et al., 2005; Camprodon &

Brotons, 2006; Zhang et al., 2006）。

迄今为止，开展的林下灌木层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1）对乔木更新的影响研究（种子萌发、幼苗生长）（Nilsson et al., 2000）;

（2）对乔木生长的影响研究（Kobayashi et al. 2006）;（3）对乔木生理生态的影响

研究（Kume et al., 2003; Ishii et al., 2008）;（4）对凋落物质量和分解的研究（Li et al.,

2003; Wardle et al., 2003a, b）;（5）对土壤的影响研究（温度、水分、质量）（Takahashi

et al., 2003; Tripathi et al., 2005, 2006; Matsushima & Chang, 2007)。

1111 下层灌木对乔木更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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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东部的一些温带森林内，林下灌木主是库页赤竹（Sasa kurilensisMakino

et Shibata），库页赤竹具有耐阴性、生长率快、可以进行无性繁殖的特性，因此就

形成了致密的常绿林下灌木层，叶面积指数（LAI）可以达到4-6，到达地面的光强

度少于5%，对乔木的萌发和幼苗的存活造成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乔木树种的

更新。同样，在北方的针叶林开展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除乔木和灌木对资源的竞争外，植物间的抑制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如在北瑞

典的针叶林里，下层灌木黑莓（Empetrum hermaphroditum）对乔木更新的负面影响

就是如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林下植被都对乔木树种的更新存在负面影响，例如：雀鹿

蕊（Cladonia rangiferina）对乔木的生长和更新就存在促进作用（Steijlen et al. 1995;

Zackrisson et al. 1995）。

2222 去除下层灌木对土壤温度和水分含量的影响

去除林下灌木层会引起与植被特征相关的太阳辐射能、地表蒸发散、地表空气

流动速度等因子在系统内的重新分配，导致土壤温度和水分特征发生变化。而这些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壤资源的有效性（如有机质的分解、氮矿化）、种子的

萌发和幼苗的生长、种间竞争等群落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吴彦等, 2004）。

研究证明，去除灌木可以显著提高土壤的温度和土壤水分含量，促进了土壤中

微生物的活性，加速了凋落物的分解，提高土壤 N的和矿化率和硝化速率，提高了

土壤中 N的有效性，对乔木的生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3333 去除下层灌木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Tripathi et al.（2005, 2006）研究发现，去除灌木显著提高了土壤质量，如：总

碳、总氮、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无机态氮（NH4+，NO3-）含量有了显著性增

加，而且也显著加速土壤的矿化速率和硝化速率。去除灌木使得样地内 0-10 cm、

10-20 cm土壤的总碳、总氮、微生物量碳（氮）差异性更加显著，但对更深层次的

土壤（20-30cm）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

4444 去除下层灌木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去除林下灌木层可以显著改变到达地面的光照强度，导致

土壤的温度增加，显著改变植物近地表的微环境，影响土壤的生物学过程，进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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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发生变化。去除林下灌木层后，减少了灌木树种和硝化细菌对于

NH4+的竞争，提高了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进而使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加快，促进了

土壤的碳循环和养分循环。

5555 去除下层灌木对乔木生长和生理生态的影响

由于存在着有限的生活资源（养分、水分和生存空间等），乔木和灌木就展开

激烈的竞争（O’ren et al., 1987），因此下层灌木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层乔木的生长产

生负面影响。Takahashi et al.（2003, 2006）研究发现，去除林下灌木层两年后，岳

桦的径生长有了很大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去除林下灌木层，减少了下层灌木对于养

分和水分的竞争，同样使得乔木的生境发生了大的变化，更适于乔木的生长。

通过研究发现，去除林下灌木层显著改变了上层乔木的生理生态指标（气孔导

度、净光合作用、13C/12C、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叶 N含量）。长期去除实验也证

明，去除林下灌木层促进了上层乔木的生产力（Takahashi et al., 2003）。

大量的研究发现，去除下层灌木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森林管理方法，不仅可以改

良到达地面的光的条件促进乔木的更新，而且还可以减小乔木的地下的竞争（养分、

水分）来促进乔木的生长。

6666 研究展望

植物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随着外界环境因素（温度、肥力、

水分、光照、外界干扰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灌木-乔木的竞争关系，

引起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CO2浓度升高、温度升高、N沉降、降水格局的变化）

及其对生态系统产生的严重影响，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政府与社会的极大

关注。据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在本世纪将升高 1.8-4.0℃。

如此强烈的增温将对森林生态系统群落的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植物间交互作用在

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中如何发挥作用？植物间的交互作用将会受到怎样的

影响？进而深入了解和预测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和植物生态系统的影响，思考适应

性对策去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这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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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功能性状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异植物功能性状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异植物功能性状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异植物功能性状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异

习新强

描述自然界不同生物或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各种差异并探究其原因以及这些

差异对物种的适应性或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一直是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的重要研

究内容。达尔文正是通过分析比较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不同燕雀、蜥蜴等物

种在形态和食性上的差异而提出了其进化论的观点(Darwin 1859)。此外，诸如贝格

曼与艾伦规律（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动物体型大而鼻子、耳朵等突出部位偏小）等

许多生物学法则也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生物相关特征的差别而得到的。

分析植物功能性状随各种环境梯度以及干扰程度等的变异格局，或不同研究对

象之间功能性状的差异也是功能生态学的核心研究内容(McGill et al. 2006)。掌握当

前不同环境条件下植物功能性状的变异格局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植物-环境相互作

用的认识，更好地预测将来气候变化对地球上的生物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学者对

不同地区、不同物种、不同个体等功能性状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根据已有的

研究结果，植物性状的差异发生在多个尺度上。气候差异较大的不同地区（site）植

物功能性状存在很大差异；在气候相对一致的同一区域（area），不同群落的性状参

数也有所不同；同一群落内的不同物种、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同一种群的不同个

体、以及同一个体的不同叶片或小枝的性状均有所差异(Messier et al. 2010)。例如，

在全球尺度上，随纬度升高，植物的木密度逐渐增大 (SwensonEnquist 2007)；而种

子的重量逐渐降低(Moles et al. 2007)；植物叶片的 N、P含量逐渐升高，而叶片中 N:P

则逐渐下降(ReichOleksyn 2004)；从赤道到两极植物的高度表现为先增加又降低的

趋势，其格局较为复杂(Moles et al. 2009b)。在区域范围内，群落 LA 和 SLA 参数均

随着光强的增加而减小(Ackerly et al. 2002a)，单位横截面积的小枝上所承受的叶片

的面积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减小(Sun et al. 2006)；在同一地区生存的树木，其高度有

几个数量级的差异 (FalsterWestoby 2005)，叶片形态的差异则更大 (White 1983;

MidgleyBond 1989; AckerlyDonoghue 1998)。对欧洲 16种常绿灌木叶寿命的研究发

现，不同纬度间物种平均叶寿命的差异（不考虑海拔和生境类型）显著，而在同一

地区不同海拔，物种的叶寿命差异不显著(Karlsson 1992)。自然界中，最小的种子

只有 0.000002g（斑叶兰，Goodyera repens）而最大的种子有 15000g（海椰子，Lodoi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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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ivica）二者有 10个数量级的差异(Harper et al. 1970)。在同一群落中，共存物种

的种子的质量也有高达 60 倍的差异(Baker 1972; Mazer 1989; Westoby et al. 1990;

Jurado et al. 1991; LeishmanWestoby 1994)。同一个体的不同叶片其性状值亦存在很

大差异。例如，Koch等人对北美巨杉的研究发现，其底部的叶片 LMA约为 150gm-2，

而顶端叶片的 LMA 则高达 800gm-2(Koch et al. 2004)。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随着

高度的增加，水分运输变得困难，从而使得高处的叶片 LMA 较大，从而具有更高

的水分利用效率(Mullin et al. 2009)。同一株植物的阳生叶比阴生叶小，而且叶缘往

往裂的更深(Vogel 1968)，基生叶与植株上部的叶片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同一片叶子

的不同部位，其 LMA 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Niinemets 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同

一叶片的不同部位 LMA 的差异高达 6倍。此外，随演替进展，群落性状参数诸如

叶片含氮量(LN)和比叶面积（LDMC）均逐渐减小，而叶干物质含量(LDMC)则逐

渐增加(Diaz et al. 1999, Garnier et al. 2004)。放牧后的草地上多是一年生植物，植株

较矮且多具有匍匐茎和莲座(Diaz et al. 2007)。有学者通过 meta 分析比较入侵植物

与乡土植物在生长、繁殖等方面的差异，发现入侵植物多具有种子产量高、有性繁

殖传播单元个体小而常具有粘液、刺或芒、花两性、风媒花、植株有毒、无营养繁

殖器官、生活史短等性状，并且常常靠寄生于乡土物种来获取营养(Ordonez et al.

2010)。同时，入侵种具有更强的表型变异能力(Davidson et al. 2011)。

植物性状变异代表了植物对区域到全球尺度的环境异质性的适应 (Reich et al.

2003)。不同性状对环境梯度变化的敏感性有所差异，例如在加利福尼亚 chaparral

群落中，共存植物的叶片面积(LA)有 1000 倍的差异，而比叶面积(SLA)只约 20倍

的差异(Ackerly et al. 2002a; Ackerly 2004b)。对欧洲山毛榉的幼苗对温度升高、氮沉

降、土壤水分降低等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响应的研究发现，欧洲山毛榉的叶片数量

主要由土壤水分、氮素含量等决定，而叶片面积(LA)主要由温度决定(Fender et al.

2011)。

尽管诸多的研究表明了植物功能性状的变异是发生在多个尺度上的，然而在比

较研究对象功能性状的差异时多没有考虑物种功能性状在多个尺度上的变异情况。

例如，已有研究表明随水分或养分的减少，叶面积和比叶面积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Hamann 1979; DolphDilcher 1980; Skarpe 1996; Cunningham et al. 1999; Fonsec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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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b)，然而这些研究均是比较的群落内物种性状的平均值，对同一群落内部物种

功能性状的变异考虑较少。Shipley (1995) 将 30 种草本植物 LMA的差异拆分为种

间、种内不同个体和同一个体不同叶片 3个变异组分，通过方差分析发现物种间的

差异占到总差异的 70%，同一个体不同叶片间的差异占总差异的 26%，而同一物种

不同个体的差异占总差异的 4%。Wright 等(2004)研究表明，在区域内共存植物 SLA

和叶 Nmass 的变异分别占到全球植物 SLA 和叶 Nmass 总变异的 36%和 38%，而叶

寿命(Leaf Lifespan)、暗呼吸速率(Dark respiration)和光合速率在区域内的变异占全

球总变异的分量则更高。与植物碳经济学、营养策略有关性状的很大部分变异不能

够被大尺度上的气候梯度和土壤性状的变异所解释(Cornwell et al. 2008; Freschet et

al. 2010)。在有些情况下，随环境梯度的变化群落性状参数与物种性状的变化不一

致。例如，随光照增加，群落叶面积(LA)和比叶面积（SLA）均逐渐减小。而对个

体而言，叶面积与辐射量之间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Ackerly et al. 2002a)。

造成不同尺度上植物功能性状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因尺度而异，在个体内部差异

主要是由系统发育控制的；不同种群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地形、土壤等的差异驱动的；

而不同地区物种的平均性状值的差异则可能是受到不同气候条件驱动的 (Galloway

1995)。

浮萍：进化还是原始？浮萍：进化还是原始？浮萍：进化还是原始？浮萍：进化还是原始？

彭玉兰

浮萍（Duckweed）是浮萍科(Lemnaceae)植物的统称，是世界上最小的开花植

物，共有 5个属 38 个种，世界各地均有分布，我国有 Lemna，Spirodela，Wolffia，

Landoltia 4 个属。

浮萍再生速度较快，一般 2-7 天可再生一代。浮萍由于适应水生环境，形态特

征高度退化，无疑给分类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关于浮萍的系统学位置也存在很

大的争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浮萍植物是适应环境中高度退化，是

比较进化的类群。另一种观点认为浮萍的形态分化简单，是单子叶植物中的原始类

群。随着个体形态的变小和简化，浮萍的基因组在不断的增大，也可能越进化。ISSR

标记显示浮萍存在非常高的遗传多样性，并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化（薛慧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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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萍作为新型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高效植物已引起科学家的广泛

关注。赵海研究员课题组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浮萍作为系统与进化研究的

模式植物，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具体。浮萍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生物体很

小，但叶绿体基因组却较大。大多数被子植物和陆生植物的叶绿体 DNA在 120-160 kb

之间，而兰氏萍 Landoltia punctata的叶绿体基因组高达 180kb。

多根紫萍 Spirodela polyrhiza 已经开展全基因组测序。Spirodela polyrhiza，绿

萍 Lemna minor的叶绿体全基因组序列已经获得。随着生物信息学的深入研究，浮

萍的系统与进化之谜将逐渐破译。

图：Lemna minor cp DNA. 引自 Andrey V. Mardanov，2008. J Mol Evol, 66:555-564

（编辑：向双 彭幼红 张楠楠 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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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西部立足西部立足西部立足西部 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

——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 10101010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光阴荏苒，一转眼，又到了刘照光先生忌日。

2001年 12月 1日，我所植被生态学科的创始人刘照光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他逝世 10 周年之际，缅怀他为科学事业而奉献的一生，具有一番特殊的意义。

今天，对于很多新到所里的年青人来说，并不一定就知道刘照光这个人。然而，对

于所里在职的中年人或已退休的老同志来说，刘照光的名字永远和生物所的发展壮

大以及生态学科的从无到有紧密相连。今天，当你到茂县生态站或者海螺沟，也许

你还会在那苍松翠柏之下看到刘照光的墓碑，那是当地政府和群众为这位他们心目

中真正的科学家立下的丰碑。

刘照光先生 1958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我所，他和另外 40

几位同志一道成为了首批组建我所的元老。到所后，他参与了植物研究室（现生态

中心）的创建工作，历任研究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副所长等职，1991年至 1995

年，担任研究所所长。他在我所工作的 43年间，在植物资源学、植物生态学以及

恢复生态学等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和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也为我所在学科国际化、

成果产业化、管理规范化、人材年青化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长江上游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贡献了毕生心血。

正是在他担任所长期间，全面确立了我所的发展方针：“立足西部，服务社会”。

即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求，重点开展天然产物化学研究、恢复生态学与生物多

样性究，以及两栖爬行动物学等研究。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

高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为西部地区生物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生 态环境保护

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为国家振兴和地

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我从 1960年来所，除最初的两年外，其余时间一直在刘照光先生创建并领导

下的植被组工作，见证了植物研究室和生态中心的发展，切身体验了刘照光先生一

贯的工作作风。人们常说，老人总爱活在过去的记忆中，在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 10

周年之际，回顾生态中心的发展历史，莫不使人百感交集。今天生态中心的年青人

万万不会想到，就在 13 年前的夏天，中心曾面临被解散的处境，上级派人前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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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所的发展方向时准备撤销中心：一部分人员去天然产物中心采集药用植物样

品，剩下的则分流到其他部门。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向领导全面陈诉了过去 30年

所取得的成果，获得了上级认可，最终批准成立了由 8个人组成的青年科学家小组，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到了今天，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的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回想起来，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正是我们长期坚持刘照光先生“立足西部，

服务社会”方针的结果。记得在“文革”期间，当大多数人在革命的疯狂中完全丧

失理智和良知时，他却带领我们远离都市的漩涡，长年奔走在巴山蜀水之间，完成

了“四川薯蓣资源调查”、“四川植被调查”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收集整理了四川植

物资源和植被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文革”结束后，他又及时调整研究方向，通过

前期在植物资源学和植被生态学方面的积累，逐步转向到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服务的领域，先后参与了国土规划、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恢复重建以及大型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等一系列工作，并及时创建了茂县生态站，开展生态环境变化的定

位研究。正是这些研究工作，确立了生态中心在四川乃至国内学科领域的地位，尽

管后来由于上级领导更换造成学科方向的变化，生态中心却依然能牢牢地扎根在西

部这片土地上，并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事实证明，在中心过去取得的成果中，很多

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例如：由刘照光先生主持编写的《四川植被》，自 1980年

出版以来，至今已被引用达数千次，成为众多学科、部门规划和环境评价必须的重

要参考资料。本书从野外调查到编写历时 20年，参加的单位多达 20多个共 300多

人，当年在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获得的成果奖级别也并不算高，按照现在的考核标

准获得评分也会很低，但该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深远而巨大的。1980年，在“文

革”结束后的全国首届图书评选中，《四川植被》从全国推荐出 1000多册书中脱颖

而出进入前 10 名，被评为一等奖，至今在同类著作中没有一本能够超越。又如：

由生物所提出的关于“建立九寨沟等一批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也早已被载入了史

册，为中心后来多次主持相关国家和地方研究项目打下了基础，也为地方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人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 1981年，刘照光先生和其他同志共同撰写的论文《四川省植被分区和农

林牧合理布局》中，便提出了科学的植物地理带划分和大农业发展的建议，时隔 30

年后的今天，仍旧符合国家对这些地区制定的大农业发展方针。尤其是对四川西部

而言，论文中提出的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停止天然林伐、退耕还草还林、改善农业

生态环境等一系措施，正是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1998年，他

在主持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长江上游环境变迁、生态重建示范与流域可持续发

展研究”时，提出的生态示范工程与国土整治、民族特点、人口布局、环境保护、



生态与资源 2011年 第 4期

22

资源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系统理论以

及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构想，也都被四川乃至西部很多省（自治区）采纳。

近 10年来，生态中心承担的国家课题和研究经费逐年增加，研究方向不断扩

展，成果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记得

植被组最初成立时只有几个人，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植被生态学和植物资源学，如

今已壮大为有 50 多个研究人员的生态中心，研究领域扩大到恢复生态学、生理生

态学、高山生态学、进化生态学以及全球变化生态学等多个领域。

在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 10周年的日子，当我们为中心取得的这些成绩欣慰时，

切记不可满足于现状，而应不断增强我们的忧患意识。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部门与部门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始终都充满着激烈的较量。我们是一个位于西

部的研究机构，瞄准地方需求既是一种国家需求，也是我们发展的根基所在，只要

我们坚持刘照光先生提出的“立足西部，服务社会”的发展方针，我们在西部这

片沃土上，就会不断生根、发芽和开花。

在纪念刘照光先生逝世 10 周年的日子，作为一员老职工，希望青年同志们能

把中心过去的几点优良传统继承下去：第一，现在的科学研究条件变好了，艰苦奋

斗的作风不能丢；第二，现在的科学研究手段先进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丢；

第三，现在的学科发展方向多样化了，团结协作的精神不能丢。只有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永远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今天社会是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传统的真实感正在被高科技无情地取代，社会

风气的浮躁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也时刻影响着我们心身，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人

今天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比我们当年更加严峻。当假冒伪劣和弄虚作假已成为社会的

顽疾，当人们心目中的那座神圣科学殿堂已蒙上一层灰垢，面对社会上令人眼花瞭

乱的诱惑，能够坚守就是一种超越。因此，如果一旦选择了科学研究作为目标，就

意味着应当准备好像刘照光先生那样去奉献自己的一生。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久前，听到中心的一位领导说准备再版

重写《四川植被》，我感到十分激动，我衷心地希望：这本采用最新研究方法和汇

集最新研究成果的新书早日问世，让我们还健在的第一批作者能在有生之年见到你

们对我们的超越。我相信，如果刘照光先生九泉下有知，他也会为此而感到欣慰。

在刘照光先生离开我们 10 周年的日子，作为他的同事和学生，仅以此文作为

对他的缅怀。

印开蒲

2011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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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展开四个专题的研究任务：项目主要展开四个专题的研究任务：项目主要展开四个专题的研究任务：项目主要展开四个专题的研究任务：

（（（（1111））））河谷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河谷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河谷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河谷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具体开展乡土优势灌具体开展乡土优势灌具体开展乡土优势灌具体开展乡土优势灌

草种繁育与荒坡灌草丛恢复重建、河谷坡地网状植物篱草种繁育与荒坡灌草丛恢复重建、河谷坡地网状植物篱草种繁育与荒坡灌草丛恢复重建、河谷坡地网状植物篱草种繁育与荒坡灌草丛恢复重建、河谷坡地网状植物篱

构建与陡坡花椒地水土流失治理等关键技术研发；构建与陡坡花椒地水土流失治理等关键技术研发；构建与陡坡花椒地水土流失治理等关键技术研发；构建与陡坡花椒地水土流失治理等关键技术研发；

（（（（2222））））亚高山高山退化森林恢复重建技术亚高山高山退化森林恢复重建技术亚高山高山退化森林恢复重建技术亚高山高山退化森林恢复重建技术。。。。重点开展重点开展重点开展重点开展

亚高山云杉人工林改造与亚高山云杉人工林改造与亚高山云杉人工林改造与亚高山云杉人工林改造与

主导生态功能恢复主导生态功能恢复主导生态功能恢复主导生态功能恢复、、、、高山栎高山栎高山栎高山栎

萌蘖更新促进萌蘖更新促进萌蘖更新促进萌蘖更新促进、、、、高山森林采高山森林采高山森林采高山森林采

伐迹地恢复重建与高山林伐迹地恢复重建与高山林伐迹地恢复重建与高山林伐迹地恢复重建与高山林

草交错带植被稳定等关键草交错带植被稳定等关键草交错带植被稳定等关键草交错带植被稳定等关键

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3333））））高原退化湿地生态恢复技术高原退化湿地生态恢复技术高原退化湿地生态恢复技术高原退化湿地生态恢复技术。。。。重点开展湿地水重点开展湿地水重点开展湿地水重点开展湿地水

系统调节与控制模式的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污染物排系统调节与控制模式的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污染物排系统调节与控制模式的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污染物排系统调节与控制模式的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污染物排

放源头控制技术与退化湿地植被的恢复技术研发；放源头控制技术与退化湿地植被的恢复技术研发；放源头控制技术与退化湿地植被的恢复技术研发；放源头控制技术与退化湿地植被的恢复技术研发；

（（（（4444））））特色资源植物特色资源植物特色资源植物特色资源植物的的的的高效繁殖及产业化技术高效繁殖及产业化技术高效繁殖及产业化技术高效繁殖及产业化技术。。。。研发研发研发研发

贝母规模化繁殖与植贝母规模化繁殖与植贝母规模化繁殖与植贝母规模化繁殖与植

被恢复有机结合的种被恢复有机结合的种被恢复有机结合的种被恢复有机结合的种

植植植植技术技术技术技术、、、、野生花卉野生花卉野生花卉野生花卉的收的收的收的收

集保存与集保存与集保存与集保存与繁育繁育繁育繁育技术技术技术技术、、、、石石石石

斛工厂化快繁与斛工厂化快繁与斛工厂化快繁与斛工厂化快繁与高效高效高效高效

栽培技术栽培技术栽培技术栽培技术、、、、核桃核桃核桃核桃健康食健康食健康食健康食

品的产业化品的产业化品的产业化品的产业化开发开发开发开发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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