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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气候变化效应研究，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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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对其效应的研究是当今生态学家的重

要使命。在我国的青藏高原东部，由于特殊的气候—地形—土地利用的共同作用，形成

了一个森林、草甸和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并存的独特的高寒植被区。这一区域的面积约占

我国国土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其独特的生境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00年以来成都生物所生态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这里——亚热带暗针叶林区、物种

丰富的高山/亚高山草甸和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开展了一系列高寒生态系

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刘庆课题组以川西亚高山针叶林主要

树种为研究对象，围绕森林更新过程的早

期阶段，研究了人工增温对该区域人工云

杉林早期更新过程（种子库动态、种子萌

发以及萌发幼苗存活）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变化背景下亚高山针叶林主要物种在

形态和生理及其养分分配方面的变化。

刘庆课题组的相关研究得到包括重点项目“西南亚高山人工针叶林的更新机制及其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在内的 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

SCI 15篇。他们目前的研究进入更深的领域——地下生态学。主要采用红外辐射器和微

根管等设备，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根系结构和功能改变、根际微生态系统碳循环以及

植物根系与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养分竞争关系等。



川西北的高寒草甸/湿地区是我国的五大牧区之一，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

孙书存课题组和吴宁课题组在此开展了一系列模拟气候变化（气候变暖、降水变化）和

人类干预（放牧和施肥）效应研究。

孙书存课题组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1）模

拟气候变暖和氮沉降对高寒草甸植物多样性、物候、

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碳交换的影响；（2）模拟增温对草

食动物食物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3）牛粪分解过程

中捕食者功能群与模拟增温及其相互作用对生态系统

功能的影响。

吴宁课题组在

川西北草地有良好的

工作基础，目前开展

的气候变化研究主要

包括：（1）模拟气候

变暖和冷、暖季放牧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2）草甸生态系统对不同升温

时间（季节）的响应差异；（3）不同升温幅度（基于不同二氧化碳排放情景模型预测）

的生态系统效应；（4）模拟升温、水位变化和氮沉降等多因子全球变化对高寒湿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

结语：青藏高原东部这块森林、草甸和湿地并存

的区域为我们研究多种高寒生态系统类型对气候变化

的差异化响应提供了场地。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是利

用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整合重点实验室的人力和智力

资源对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如大区域尺度上生态系统碳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开展

大区域上的联网研究。 （编辑：孙庚 尹华军 向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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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枝构型及种子数对种子大小变异的影响

种子大小是有花植物生活史对策中最重要的功能性状之一。许多研究者对种子

大小的进化生态学予以了关注，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种子大小的变异与外因和内

因的关系，包括气候与土壤，地理纬度，生境质量，植株个体大小，种子数量及叶

片大小等。而迄今为止，关于种子大小变异的机制并未完全清楚，其进化理论仍未

建立。

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陈红博士等与康奈尔大学学者K. J. Niklas合作，采用带成

熟果实小枝的方法，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群落木本植物的种子大小变异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①小枝大小与其果实和种子的产量有正相关关系；②小枝大小与

种子大小没有直接关联，这可能是因为物种间每颗种子数存在巨大差异所致；③小

枝水平上，存在种子大小与数量的权衡关系。该项工作从小枝大小的角度上对森林

群落木本植物种子大小的进化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亚热带森林群落木本植物生活

史对策研究提供了相关基本资料。该结果发表于《New Phytologist》（2009年）。

� 木本植物小枝茎的构型对叶－茎关系的效应研究

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向双博士等在对多个生境梯度的常绿阔叶林木本植物的

群落学研究中，发现小枝的茎长和茎径存在权衡关系，同时发现小枝尺度上这一构

型关系对叶－茎生物量分配和叶片大小－数量关系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小枝尺度

缙云山马比木果枝 缙云山红翅槭的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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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茎长和茎径都与叶片大小呈正相关关系，与出叶强度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茎

的构型可能暗含了叶片大小－数量权衡关系的生理学机制。小枝构型指数（LDR，

茎长与茎径的比值）与叶片大小和出叶强度均呈负相关关系，可能源于茎长和茎径

对叶片大小与数量关系的效应强度差异所致。茎长和茎径与叶－茎生物量均呈正相

关关系，小枝构型指数与叶比重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小枝茎的构型能显著影响小

枝上的叶－茎生物量分配关系。这些关系在考虑系统发生进化影响后仍然非常显

著。同时，LDR在降雨量高的地区比少雨地区高。因此，小枝构型指数可作为一个

重要的功能特征成为植物叶大小－小枝大小维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小枝尺

度上的“权衡三角”。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小枝功能生态学尺度理解植物的适应

与进化的研究思路。该结果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2009年）。

� 川西北藏民定居工程的生态影响

吴宁研究员课题组卢涛博士等发表短文《Sedentarization of Tibetan Nomads》指

出，四川省准备在 2009年至 2012年间投入 180亿，建设 1409个牧民定居点，使

大约 47万传统上进行游牧的藏族牧民定居下来。虽然这项政策可能明显地改善当

地牧民的生活条件，但也存在潜在的生态危害。比如，工程建设和牧民定居可能造

成定居点附近严重的环境破坏；便利的交通可能大幅增加游客的数量，进而加重生

态环境压力。这项牧民定居工程将促进川西北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剧变——由传

植物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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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游牧改为定居，同时也为评价定

居产生的生态学效应提供了机会。

因此，有必要尽快开展相关研究，

建立长期监测平台。文章发表于

《Conservation Biology》（2009）。

� 青藏高原若尔盖高原湖岸

带甲烷排放

吴宁研究员课题组陈槐博士等研究了若尔盖花湖湖岸带甲烷的排放情况。结果

显示甲烷的通量值在 0.1 mg CH4 m-2 h-1至 90 mg CH4 m-2 h-1之间，高于北方、温带

湖泊。挺水植物斑块的甲烷排放明显高于浮水；湖边裸地的甲烷排放略高于草甸。

植物生物量和地表水深度可以解释大部分的甲烷排放差异。由于环境因子变化不

大，在生长旺季，甲烷排放时间变化不大。该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湖滨（尤其是挺

水植物斑块）甲烷排放的重要性。该结果发表于《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9）。

� 生境对若尔盖高寒湿地甲烷排放的影响

吴宁研究员课题组陈槐博士等研究选取了三种生境类型：草丘，木里苔草 Carex

muliensis和刚毛荸荠群落 Eleocharis valecullosa为研究对象，在植物生长旺季（8

月）和生长初期（4月）观测甲烷排放空间差异。发现木里苔草和刚毛荸荠群落的

甲烷排放显著高于草丘；两者的差异在 8月与地表水位的变化一致。在生长旺季，

甲烷排放量与地表水位和植物地上生物量显著正相关；而在生长初期，甲烷排放不

六种斑块上的平均甲烷通量 2006200620062006年和 2007200720072007年 6666月、7777月和 8888月甲烷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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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水位和地上生物量解释。研究结果发表于《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2009）。

� 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湿地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向双博士等基于对若尔盖湿地动植物物种多样性分析、演

替序列解析，退化现状、原因及驱动因素的系统研究，发现若尔盖湿地退化是植被

－土壤－水文连续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提出采用生态工程原理、控制草地载畜量、

结合生态监测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促进若尔盖湿地生态系

统恢复的重要举措。该结果发表于《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9)。

� 野生蔷薇种子休眠及种群更新系列研究

蔷薇属植物是退化生态系统的先锋植物，具有较强的耐干旱和贫瘠的生态适应

性。但蔷薇种子一般休眠深，种子发芽率低，从而阻碍了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包维楷课题组周志琼博士等对蔷薇属植物的种子休眠机理及打破休眠的方法

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蔷薇种子具有较深的休眠，瘦果果皮、种皮以及胚在调

节种子休眠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种子休眠存在巨大的种间及种内差异。瘦果果皮

主要通过产生机械阻力、限制水分进入以及含有种子萌发抑制物质阻碍种子萌发，

种皮含抑制物质，胚具有生理休眠，因此蔷薇种子休眠是由种子本身结构和特性决

定的。该结果发表于《Scientia Horticulturae》（2009）。

打破蔷薇种子休眠的方法包括机械磨损、硫酸腐蚀、低温层积、变温层积，以

及硫酸腐蚀+低温层积、硫酸腐蚀+变温层积等综合措施。不同措施对不同物种的种

子解除休眠的效果不同。对于休眠较浅的川滇蔷薇，通过机械磨损、硫酸腐蚀以及

若尔盖湿地鼠害严重 若尔盖湿地景观

http://images.google.cn/imglanding?imgurl=http://www.cwca.org.cn/Article/UploadFiles/200612/20061222073519319.jpg&imgrefurl=http://www.cwca.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3FArticleID%3D3055&usg=__IQx8F67i8iVdjTaejarnvWQ_91E%3D&h=300&w=400&sz=19&hl=zh-CN&t
http://images.google.cn/imglanding?imgurl=http://www.cwca.org.cn/Article/UploadFiles/200612/20061222073519319.jpg&imgrefurl=http://www.cwca.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3FArticleID%3D3055&usg=__IQx8F67i8iVdjTaejarnvWQ_91E%3D&h=300&w=400&sz=19&hl=zh-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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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个月的低温层积就可打破休眠，对于中度休眠的多苞蔷薇通过变温层积、硫酸

腐蚀+低温层积效果较好，而对于深度休眠的黄蔷薇种子只有经过硫酸腐蚀+低温层

积和硫酸腐蚀+变温层积才能萌发。该结果发表于《Belgian Journal of Botany》

（2008）。种子处理、萌发过程中的温度、水分和光照对打破川滇种子休眠起重要

作用。该结果发表于《Floriculture and Ornamental Biotechnology》（2009）。不同物

种的种子，采集的年份不同、海拔不同其休眠也存在巨大差异。雨水充足年份采集

的种子较干旱年采集种子的休眠深，高海拔较低海拔地区采集种子的休眠深。

对岷江干旱河谷主河道的三种蔷薇（川滇蔷薇、黄蔷薇和多苞蔷薇）的繁殖更

新调查结果表明：三种蔷薇皆具较强的生长、繁殖能力，生长和繁殖特征在干旱河

谷的不同地段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性，生长和繁殖之间紧密联系。在岷江干旱河

谷，对三种蔷薇生长和繁殖影响最大的是海拔、纬度、坡度及坡向，而这些因素，

归根结底是通过调节水分来影响生长和繁殖。该结果发表于《应用生态学报》（2007）

和《生态学报》（2008）。种子库和幼苗库调查结果显示：多苞蔷薇和黄蔷薇的结实

率低，而川滇蔷薇的结实率较高。三种蔷薇种子产量巨大，但种子质量较差，总的

来说，更新具有充足的种源。三种蔷薇都能形成持久种子库，但种子库中总种子数

量大，而有效种子少。三种蔷薇幼苗库的组成特征都表现为，当年生幼苗占的比例

最高，而年龄较大幼苗所占的比例小。该结果部分发表于《生态学报》（2009）。

� 增强 UV-B辐射与施氮对色木槭幼苗生长和矿质元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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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氮沉降是一个新出现的令人担忧的环境问题。全球变化趋势下，UV-B辐射和

氮沉降可能同时存在，但目前有关二者联合作用对木本植物的影响研究还非常少。

刘庆研究员课题组姚晓芹博士等以色木槭幼苗为模式植物，从生长形态和矿质

营养等方面研究了树苗对全球变化－增强 UV-B辐射和氮沉降的响应，这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在全球变化下森林更新的早期过程。结果表明：在施氮条件下，强

UV-B辐射显著降低了幼苗的株高及总生物量，改变了植株幼苗的养分分配；另一

方面在大气 UV-B环境下，施氮提高了色木槭株高与生物量，但是在高 UV-B辐射

下施氮则抑制了幼苗根部的生长，表现为根重与根重比均显著下降。此外，增强

UV-B辐射与施氮都明显改变了矿质元素在植物不同器官中的分配，这将影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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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养分循环并很可能造成植物生长过程中的营养失衡。该结果发表于《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2009）。

� 混合松针与阔叶凋落物对分解以及 N循环过程的影响

潘开文研究员课题组李伟博士等利用岷江上游不同性质凋落物和灌丛地土壤

构建微生态系统，比较油松、辐射松、连香树、灌丛虎榛子单种凋落物分解及针叶

和阔叶凋落物混合分解对N循环过程的影响。结果显示，油松和辐射松松针叶凋落

物比连香树、虎榛子凋落物分解更慢，减缓了养分循环过程，将针叶与阔叶凋落物

混合后，油松和辐射松针叶凋落物分解加快，N循环过程加速。结果还显示，凋落

物是土壤中可溶性有机N的直接来源，可溶性有机N作为一个主要的水溶性N库，在

土壤N循环过程中起到了中间N库的作用。该结果发表于《Ecological Research》

（2009）。

� 牦牛粪便对川西北高寒草甸土壤养分的影响

牦牛是川西北主要的经济种畜，其粪便在天然放牧场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但近几十年来，随着交通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牦牛粪便被作为生物能源向

企业出售。长期将大量牛粪移出草

地，可能造成粪便中营养元素不能

再循环，从而增加草原生态系统物

质循环紊乱的生态风险。那么牛粪

对土壤养分究竟有何影响？

吴宁研究员课题组何奕忻等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模拟牛粪堆

积，研究了牦牛粪便养分释放及其

对周围土壤养分在不同时间和距

离条件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研

究区域内，牛粪对草地生态系统具

有较强的养分（N、P）贡献能力，

据初步统计，其值大致为 N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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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932 kg ha-1，P素为 110~147 kg ha-1；牛粪养分在夏季具有较快的分解速率，在

约 3 个月后基本分解殆尽；粪便在短期内能显著提高粪下土壤养分的含量，对

NO3--N含量的提高最为明显，在约 2个月后其含量达到初始态的 8.4倍；粪便在夏

季对周围 10cm内土壤的养分（NO3--N、NH4+-N、速效 K和无机 P）含量能产生显

著影响（p<0.05），但影响范围难以达到周围 30cm左右。该结果发表于《应用于环

境生物学报》(2009)。

� 麻疯树（Jatropha curcas L.）对万寿菊（Tagetes erecta L.）的化感效

应研究

麻疯树（Jatropha curcas L.）原产于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现在已经广

泛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研究发现，外来树种的大规模种植，通常引起很

多负面效应，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可是，麻疯

树在亚洲和非洲属于外来树种，它对于当地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的影响很少有研究

涉及。麻疯树能产生和释放几种次生代谢物质包括三萜类化合物、香豆素和阿魏酸

等。这些化学成分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它们对植物产生化感效应，对昆虫或动物

产生趋避作用。因此，麻疯树可能通过化感效应干扰其它植物生长。可是麻疯树的

化感机制仍然不清楚。

潘开文研究员课题组王进闯助研等研究了麻疯树叶浸提液和凋落物对本地物

种万寿菊的幼苗生长、膜透性和脯氨酸含量以及土壤的pH和电导率的影响。研究表

明，麻疯树叶浸提液加入土壤后，明显抑制了万寿菊根和茎的生长，增加了根的RMP

和Pro含量，但对土壤pH没有明显影响，这种效应取决于浸提液的浓度。当麻疯树

凋落物加入土壤后，也明显抑制了植物生长，增加了植物体内RMP和Pro含量。另

外，这种效应随着加入凋落物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着时间减弱。在凋落物分解期

间，土壤电导率发生明显变化。这些结果说明麻疯树能释放化感物质进入土壤，抑

制植物生长，改变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该结果发表于《Allelopathy Journal》（2009）。

� 蔷薇属绢毛蔷薇复合体的研究

蔷薇属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之一。蔷薇属在我国的分布由东北向西南逐渐

增多，西南山区集中了近 70%的种类，是我国蔷薇属的分布中心，其中以四川、



生态与资源 2009年 第 3期

- 8 -

云南的分布最为丰富。蔷薇属的分类系统在不同的学者中存在争议。由于蔷薇属

植物普遍存在混倍体或种内多倍体现象，因而分类学种的处理显得较为困难。蔷

薇属内存在复合体，绢毛蔷薇复合体包括绢毛蔷薇 Rosa sericea、峨眉蔷薇 R.

omeiensis和毛叶蔷薇 R. mairei三种。它们的形态特征相近, 特别是峨眉蔷薇和绢

毛蔷薇之间界限有时不明显, 以致峨眉蔷薇的分类学地位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高信芬研究员课题组韦筱媚等综合各种性状，将峨眉蔷薇处理为绢毛蔷薇的

变种，同时，将与这两个分类群相关的 6个变型作为异名处理。处理为绢毛蔷薇

的 4个异名分别是腺叶峨眉蔷薇 R. omeiensis f. glandulosa T. T. Yu & T. C. Ku, 宽

刺峨眉蔷薇 R. omeiensis f. pteracantha Rehder & E. H. Wilson、光叶绢毛蔷薇 R.

sericea f. glabrescens Franchet和宽刺绢毛蔷薇 R. sericea f. pteracantha Franchet。处

理为峨眉蔷薇的 2个异名分别是少对峨眉蔷薇 R. omeiensis f. paucijuga T. T. Yu &

T. C. Ku 和腺叶绢毛蔷薇 R. sericea f. glandulosa T. T. Yu & T. C. Ku。该结果发表

于《植物分类学报》(2008)。

� 九寨沟湿地硅藻的初步研究

高信芬研究员课题组周晓等对四川九寨沟风景区内 17处采样点水体中的硅藻

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经鉴定共发现 113个分类单位，包括种和变种，隶属于 2纲

6目 10科 32属，脆杆藻属、舟形藻属、桥弯藻属和异极藻属常为优势属，只在长

海是以小环藻属为单一优势属的群落。首次发现典型的富营养化指示种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 (Ehr.) Ralfs]和星形冠盘藻[Stephanodiscus astraea (Ehr.) Grun.]在

旅游旺季出现，并在淡季消失，表明旅游对九寨沟核心景区的湖泊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而其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数量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硅藻

细胞密度受到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而表现出与海拔显著的正相关；反映多样性的

Cairns连续比较指数(SCI)普遍较高(长海除外)，与海拔显著负相关，与密度极显著

负相关。该结果表于《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9）。

（编辑：庞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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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中心 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喜获批准

� 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山森林皆伐迹地早

期恢复演替与植被变化”喜获批准，项目执行期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12月。

� 重点实验室丁立生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特有属药用植物中

靶向分离新化合物和发现先导结构”喜获批准，项目执行期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12月。

� 重点实验室吴彦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藏高原东缘高山草地

冬季雪下土壤氮素转化过程研究”喜获批准，项目执行期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12

月。

� 重点实验室张咏梅博士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藏高原东缘森林土壤

有机质积累及其对关键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喜获批准，项目执行期 2010年 1月

至 2012年 12月。

� 重点实验室吴宁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牦牛放牧干扰对高山草

地群落结构及高山林线格局的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和高加索西北部的比较研究”

喜获批准，项目执行期 2009年 1月至 2010年 12月。

� 重点实验室卢涛助理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距离递减速率

分析高寒草甸 Beta多样性对牧压梯度的响应机理”喜获批准，项目执行期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12月。

� 重点实验室李伟助理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岷江上游典型人工

森林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氮动态及其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喜获批准，项目执

行期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12月。

� 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汶川地震灾后生态效应与植被恢复研究》开始

实施

吴宁研究员申请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汶川地震灾后生态效应

与植被恢复研究》于 2009年 7月获得资助。项目编号 KSCX2-YW-Z-0959。执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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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2009年至 2011年。该项目以汶川地震所在的龙门山典型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灾后龙门山东西坡以及南北段植被格局、典型植物群落结构与功能、地表过

程变化趋势的研究，阐明地震的中长期生态效应，揭示地震对珍稀濒危动物行为的

影响及其适应机制，提出破碎化生境治理的植被恢复模式，构建覆盖灾区典型区域

或植被类型的灾后生态效应监测平台，从而为地震灾区的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

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该项目是我国首次针对特大地震开展的

生态效应系统研究，其成果对于认识重大自然灾害的生态环境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 8月中旬，项目负责人吴宁研究员带领项目组成员前往王朗自然保护

区开展实地踏察，并与保护区工作人员研讨了实施方案。王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陈佑平等热情接待了项目组一行，并亲自引导科研人员前往 76年松潘—平武地

震和汶川地震遗迹地进行调查。吴宁研究员根据实地考察情况部署了项目的实施细

节和时间安排，并与保护区管理局探讨了合作的方式和前景。陈局长再次表示欢迎

到王朗开展研究，一定鼎力支持、配合地震项目组的工作。

� 《川西高山林草交错带退化植被恢复及草地可持续利用》通过成果鉴

定

川西高山林草交错带是我国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生态脆弱带。开

展这一地区的生态恢复研究对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在国家支撑项目、国家基金项目、中科院重大项目、四川省项目等支持下，中

科院成都生物所主持完成了“川西高山林草交错带退化植被恢复及草地可持续利

项目论证会 吴宁研究员带队考察王朗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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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09年 4月 17日，四川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专家

们一致认为，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成果在川西北高山林草交错带开展了系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山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岷江上游的理论与实践》和《高山植物的功能生态学》2部专著，在国内外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 109篇，其中 SCI 和 EI 收录论文 36篇。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岷江源高山生态站”，与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建立起长期

的合作关系。提出并构建了包括“林草交错带退化疏林保育与恢复技术”、“退化灌丛

植被改良技术”、“高山林草交错带退化草地治理技术”和“短枝生物围栏建植技术”

等适合于青藏高原东部高山林草交错带植被恢复的技术体系和模式，累计推广面积

600余万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生态效益，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 “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联合学者”项目“生姜优质高产生态

经济型模式构建及施肥技术集成示范研究”顺利结题

由潘开文研究员主持的““““联合学者”项目“生姜优质高产生态经济型模式构建及

施肥技术集成示范研究””””执行期为 2006年 1月至 2008年 12月，该项目主要针对生

姜种植模式单一、大部分种植缺乏科学依据以及施肥管理不科学致使生姜的产量与

品质较低，病害严重等问题，从地下和地上整合的角度，探讨生姜优质高产生态经

济型植物群落构建与优化调控技术以及优质高产施肥技术，为生姜规模化标准化优

质高产栽培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为生姜产区农户增收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探

索途径。研究主要结果表明，施用一定量的氨基酸肥料不仅能有效地提高生姜的生

长和品质，而且能够改善生姜土壤的微环境和养分状况。在研究不同模式对土壤性

质的影响中发现，玉米+生姜模式的土壤化学性质最好。在为期 3年的研究中，此

项目培养了硕士研究生 4名，发表研究论文 7篇。

�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传统林业实践对土壤物理组分碳、氮及周转影

响”进展顺利

由庞学勇博士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传统林业实践对土壤物理组分

碳、氮及周转影响”(No.40701181)研究进展顺利。2009年 7月 20日至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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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等 3人完成了米亚罗等地的野外考察，收集了系列次生人工林和采伐迹

地样地背景资料，采集土壤样品 100余份，目前正在进行室内物理组分分析。项目

执行 2年以来，发表论文 5篇，接收论文 3篇，在审论文 2篇。

� 国家 973 项目专题“大渡河上游高海拔森林采伐迹地植被及其持续

管理策略研究”进展顺利

由包维楷研究员主持的国家 973项目专题“大渡河上游高海拔森林采伐迹地植

被及其持续管理策略研究”完成了壤塘、甘孜等地的野外调查，2009年 7月上旬至

8月下旬，由专题负责人包维楷研究员带队，分二个调查小组(壤塘组和甘孜组)，

完成了高海拔采伐迹地的系列调查，特别是完成近期采伐迹地的物种组成及结构等

参数的调查。该项研究将为为分析采伐迹地植被恢复管理，揭示林业实践活动历史

与植被的关系，为高海拔林区采伐迹地植被持续管理对策与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编辑：彭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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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研究员一行访问莫斯科大学

� 根据中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NSFC-RFBR）以及

中国科学院俄乌白专项项目“牦牛放牧干扰对高山草地群落结构及高山林线格局的

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和高加索西北部的比较研究”协议内容，6 月 28日至 7 月 18

日，重点实验室吴宁研究员、吴彦研究员、王乾副研究员及石福孙博士一行四人应

邀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与合作研究。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地植物学教

研室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巴甫洛夫教授及其项目组成员对

吴宁研究员一行的到访表示热忱

欢迎。在充分肯定双方前期合作成

效的基础上，一致认为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合作研究与人员交流，并就

合作研究的领域――即不同放牧

历史（高加索地区的短期放牧和青

藏高原东部长期放牧）背景下，高

山草地群落类型对放牧强度的耐

受力、群落稳定性的自维持能力，

以及过牧干扰条件下物种多样性恢复的技术手段等问题以及合作途径等进行了专题

学术探讨和深入交流。 在俄期间，中方研究人员在俄方项目执行负责人奥里甫琴科

教授的陪同下，访问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切尔克斯共和国高加索高山生态站，并根

据合作方案在高加索地区开展了相关野外研究工作。 Ø

�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俄罗斯基础科学基金协议项目（NSFC-RFBR），以

及中国科学院俄乌白专项经费的资助，俄罗斯自然资源部 Teberda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 D.K.Tekeev 博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T.G.

Elumeeva博士于 8月 13日至 8月 31日到我所进行合作研究。青藏高原东部（横断

山区）和高加索地区同为世界著名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以山地游牧作为高

山草地的主要利用方式在青藏高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高加索山区的高山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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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研究员作大会主题报告

中俄双方在青藏高原东部进行合作研究

在 20多年以前几乎没有经历过牦

牛放牧。在为期 12天的野外工作

中，双方科技人员围绕“放牧干扰

对高山林草交错带草地群落结构

影响及其在高山林线格局形成中

的作用”，通过对青藏高原东部和

高加索山区长短期放牧历史背景

下的跨区域的比较生态学研究，试

图探讨不同放牧强度与不同的放牧

历史背景下，植物群落结构、共有种生活型谱与形态学特征、典型物种的适应策略

等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来探讨长期放牧干扰对林线附近植被格局形成的影响机制。

� 7月 21-25日，吴宁研究员与卢涛博士应邀赴兰州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中德科学中心资助、兰州大学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管理国际中心和德国哥廷根

大学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承办的“中

德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研究学术

研讨会”。来自德国、英国、瑞士、

挪威、澳大利亚等大学和研究机构

的约 30位国外专家，以及来自国内

的 30 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国际研

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包括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尺度与

进化、气候变化和适应性管理、

生计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生物多

样性和草地管理、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生态与代谢等内容。会议期间，吴宁研究员

做了“Ecological situation and pastoral development in Zoige Plateau”的大会主题报告，

卢涛博士做了“New Tent-Dwelling Life (NTDL) Project: Chance and Challenge”的分

会报告。我中心两位科研人员的参与，为与国内外专家寻求共同关注的热点，寻求

下一步的科研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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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研究员与易绍良（左）

和晏兆丽（右）在国际山地中心

吴宁所长为 Peter H. Raven 颁发荣誉证书

� 9月 17-18日，吴宁研究

员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参加了由国

际山地中心（ICIMOD）举办的

“Develop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the Hindu

Kush Himalayan Rangelands”的研

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国际

山地中心成员国和世界银行的代

表 20余人。会议就气候变化对草

地以及草地畜牧业的影响、适应策

略以及未来的协同对策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并为下一步的技术合作草拟了合作框

架。吴宁研究员在会上作了题为“The im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in

rangelands: an example from China”的报告。

� 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学家，密苏里植物园园长，华盛顿

大学教授彼得  雷文博士（Peter H. Raven）于 2009年 7月 14 -16日对我所进行了

学术访问。7月 15日上午，彼得  雷文博士做了题为《中国和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构成很

大的威胁，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粮食、住房和道路修建等对环境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下，外来物种入侵和本地物种灭绝的速率加快造成我国物种

消失的速度非常快，恢复生态学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迫在眉睫。我

国横断山区尤其四川地区的生物

资源非常丰富，物种多样性的本底

资料尚不清楚，有待于深入调查研

究。报告后，吴宁所长代表研究所

授予彼得  雷文博士中国科学院

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

点 实验室荣誉主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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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潘开文研究员的邀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贺纪正研究员于 6

月 29日至 7月 2日在我所进行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期间，贺纪正研究员作了

题为“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并就 2005年与潘开文研究员合作申

报获准的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联合学者”项目“生姜优质高产生态

经济型模式构建及施肥技术集成示范研究”的进展情况向成都生物所叶彦副所长和

组织人事处谢锋处长做了口头汇报。贺纪正研究员高度评价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

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和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取得的成绩，在人才培养、联合研究领域等方面同我所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

� 2009年 7月 9日至 10日，由我所和四川省环境保护对外经济合作服务中

心共同组织的“UNDP-GEF中型项目——汶川地震灾区恢复和重建中生物多样性保

护应急对策“汶川地震灾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方法”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大会

重点研讨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与风险评估方法、受损状况和保护对

策，大会成果对快速评估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生物多样性受损现状，提出保护对策，

从而提高和完善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环境恢复重建规划、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行动、四川省自然保护区修编规划以及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与可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潘开文研究员、李成副研究员、张远彬和李伟博士作了大会主

题报告。

� 2009年 9月 17日上午，瑞典隆德大学 Bengt Nihlgärd教授等一行 11人来

到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Bengt Nihlgärd教授以“Sustainable Forestry

In Temperate Regions ”为题做了精彩的报告，考察团其他成员 Tim Schnoor，Edith

Hammer，Anja Ödman，Oliver Purschke等分别就他们所研究的森林可持续性发展、

植物种群干扰等生态学热点问题做了详细介绍。生态中心科研人员以及在读研究生

等 50多人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外国学者就会议中的相关内容展开激烈讨论。会议

由生态中心支部书记潘开文研究员主持。报告之后，潘开文研究员还带领考察团一

行参观了研究所植物标本馆以及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中瑞双方人员一致表示，通

过此次学术交流，不仅加深了专业领域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编辑：向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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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下午，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金河宾馆举行。

省环保局、民政厅、科协的领导和来自全省环保系统、大专院校、企业的近 200名

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重点实验室吴宁研究员、刘庆研究员、潘开文研究员、李旭

东研究员和李大平研究员等应邀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第六届理事会，

成都生物所当选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理事单位；重点实验室吴宁研究员、李旭东研

究员和李大平研究员被选为学会理事；重点实验室吴宁所长兼任生态专业委员会主

任，潘开文研究员任副主任。会议还就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新的学会章程进行

了审议，并向六届理事单位颁发了铜牌和证书。

� 2009年 6月 16日，首次全国野外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在野

外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 20名突出贡献者、192名先进个人和 46个先进集体

予以表彰。重点实验室印开蒲研究员荣获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2009年 8月 14日至 17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物化感专业委员会在青岛

举办了中国第四届植物化感作用学术研讨会。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参加了此次

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酚酸对花椒林土壤 N素转化的影响研究”的报告，就植物

化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同与会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探讨。此次会议还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植物化感专业委员会，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当选副主任委员。

� 2009年 7月 19日至 22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中国生态学会第八届全

国会员代表暨学术年会”。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王乾副研究员、庞学勇、石福

孙博士等参加了此次会议，重点实验室庞学勇博士和王乾博士在“生态工程与生态

恢复”专场分别作了“不同类型人工林凋落物输入与根系排除对土壤微生物碳、氮的

影响”和“川西环境脆弱区生态恢复”的学术报告。此外，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还当

选了中国生态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

� 2009年 7月 28日至 8月 1日，由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工作会议暨生

态恢复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包维楷研究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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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同时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还应邀做了“西南亚高山人工林生态系统恢

复及其效益分析”的专题报告。

� 2009年植物细胞生物学学术年会于 2009年 9月 11日至 14日在四川省成

都市召开。会议由中国植物学会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和四川省植物学会承办。重点实验室李忠荣、顾磊、彭玉兰助理研究员、徐波博

士、郑霞博士等参加了该次会议。

� 2009年 8月，针对当前人工林存在的生态学问题以及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管

理等方面，《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于 8月 14日刊登在《科

学时报》发表了题为“生态公益林完全禁伐政策需调整”的专题报告。

� 2009 年 9 月 8-9 日，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参加中日“长江流域人类活

动与自然相互作用”学术研讨会，会上包维楷研究员做了题为“Effects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water conservation in soil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的学术

报告。

� 2009年 7月 28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科技处张咏梅处长与重点实验

室林波、张远彬助理研究员一同参加了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主办的“中国大型工程对

生态安全影响的会议”，重点实验室林波助理研究员应邀在会上做了题为“金沙江下

游水电工程对陆生生态系统安全影响”的专题报告。

� 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主持的课题《金沙江下游水电梯级开发环境影响及

对策措施研究》和《成九铁路对陆生生物多样性影响及保护对策研究》分别于 2009

年 5月和 6月进行了阶段性结题验收。

� 2009年 8月 23至 25日，在齐齐哈尔召开“2009全国苔藓植物学学术研

讨会”。重点实验室闫晓丽助理研究员参加并在会上做了“川西林业实践对苔藓植

物多样性的影响”学术报告。

� 2009年 6月 25-30日，重点实验室向双、李国勇助理研究员参加了在兰州

举行的第五届现代生态学讲座暨第一届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

� 2009年 9月 5日至 9日，重点实验室闫晓丽助理研究员参加了“数理统计、

R语言以及多元统计分析”培训班。

（编辑：尹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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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零的春天——黄桷树春天落叶的科学问题

作者：孙庚

成都的 4月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娇嫩的叶子一片一片地从地面或枝杈上冒出来，

给大街小巷穿上绿色的外衣。但唯独黄桷（jué）树（又称黄葛树，Ficus virens）

却在这时开始大片大片地脱去老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生物所门口的道路两

侧种植了很多黄桷树，一到春天就可以看到这种春天凋零的景象。其实黄桷树是一

类介于落叶与常绿之间的物种——冬青物种（wintergreen species）。这个物种秋天不

落叶，而在春天脱去老叶，再长出新叶。除了黄桷树，山酢浆草 Oxalis acetosella、

圣诞蕨 Polystichum acrostichoides、粗茎鳞毛蕨 Dryopteris crassirhizoma 等少数物种

也属于此类。

说到这，读者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黄桷树等冬青物种不在秋季落

叶，而在春天落叶呢？目前的研究揭示，

冬青物种春天落叶延长了叶片的寿命，

可能有两个好处：（1）叶片能够更长时

间地进行光合作用，为植株在春天的生

长提供更多能量；（2）冬天没有脱落的

老叶中的氮磷等养分可以被转运到春天

的新生叶中，这样减少了因落叶造成的养分不足，有利于春天新叶的迅速生长

（Annals of Botany 95: 263-270, 2005）。但是，对于冬青物种的春季老叶光合和养分

再分配，目前尚缺乏种群和个体水平上的时间动态、决定因素及其后效应的研究。

比如，据观察，黄桷树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春季落叶时间的差异非常大——有些

植株已经长满了新生的嫩绿叶子，而相邻的植株却刚刚脱落完老叶（见图）；新叶

完全展开的时间相差近一个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同样生境下黄桷树物候以及相应

的老叶光合和养分再分配过程的这种巨大的时间差？这种春天的物候差异对当年

http://www.plant.ac.cn/latin/hubei/35355.htm
http://www.plant.ac.cn/latin/Oxalidaceae/Oxalis-corniculata-Lin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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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繁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来年的影响呢？个体间物候差异会累积吗？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研究并不能真正解释冬青物种特殊的春季落叶的进化机制和

过程，即什么样的环境因素选择形成了冬青物种叶子的特殊物候，它们适应进化的

过程又是怎样的？这类物种的系统发育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也很令人感兴趣；对它

们与落叶物种和常绿物种的起源和地理分布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生物

多样性起源、演化和分布的理解。

新热点：土壤呼吸与植物功能特征关系研究

作者：李国勇

土壤呼吸是指土壤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主

要组成部分。土壤呼吸作用向大气释放的 CO2约占全球 CO2交换的 25％（Bio1. Fert.

Soils, 27, 219; 1998）；它的降低或升高能显著地改变大气中 CO2浓度，从而明显得

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土壤呼吸活动是靠植被向土壤中不断输入有机物质得以维持的。因此，传统上

认为，土壤呼吸速率主要受与植被生产力、凋落物的质和量、植物生长速率等因素

以及植被差异导致的土壤温度、湿度改变等因素的控制。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植物多样性和群落组成也能够显著地影响土壤呼吸速率。比如Zak等人的研究表明，

土壤呼吸速率随植物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大，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Ecology,84,

2042-2050;2003）。英国的生态学者Johnson等人多个多样性水平上具有不同物种丰富

度的植物群落，发现植物群落的土壤呼吸主要由群落组成调控（Biol. Let.,4,345-348;

2008）。

这些研究引发了关于土壤呼吸与植被关系的新一轮讨论。既然群落组成可以造

成土壤呼吸的显著差异，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组成群落的各物种功能特征不

同。例如，比叶面积、叶片的氮磷含量以及生物量分配特征等。但是，具体哪些植

物功能特征与其所在群落的土壤呼吸过程有关以及有着怎样的关系，目前的研究报

道还较少。因此，开展植物功能特征与土壤呼吸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土

壤呼吸与植被之间关系，并可能成为土壤呼吸与植被关系研究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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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分解酶：氮沉降影响凋落物分解的关键调节者

作者：朱霞

酶是土壤中生物化学过程的推导者，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

主要来源于土壤微生物和植物根系的分泌物及动植物残体分解释放过程。生态系统

中碳主要存在于芳香族化合物（木质素）、多糖（纤维素）和脂肪族化合物中。但

是，由于芳香族化合物（木质素）是一类难分解性大分子化合物，存在于该类化合

物中的碳难于直接进入生态系统碳循环之中，极大的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功

能及全球碳循环。因此，研究与芳香族化合物（木质素）分解相关的木质素酶就成

为了当今科学家们的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一些研究表明，氮沉降增加了木质素分解活性，加速了凋落物和土壤有

机质的降解(Ecosystems, 12: 1-15, 2009)，而另外一些研究报道氮沉降对木质素分解

酶的活性影响不明显或者抑制(Soil Biol Biochem, 36: 965 -971, 2004)。目前认为，产

生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系统的木质素含量不同造成的。当生态系统中木

质素含量高（>30%）时，氮沉降降低了木质素分解酶活性，而当生态系统中木质素

含量低（<25%）时，氮沉降则增加了木质素分解酶活性。

为什么生态系统木质素含量不同，氮沉降对木质素分解酶活性的影响会有如此

大的差异呢？许多研究者解释这是因为氮沉降增加了土壤中NO3-浓度，而土壤中

NO3-能够抑制产生木质素分解酶的白腐真菌的生长，在木质素含量低（<25%）的生

态系统中，木质素分解酶主要来自白腐真菌，因此当白腐真菌被抑制时，木质素分

解酶活性表现出被抑制；而在木质素含量高（>30%）的生态系统中，木质素分解酶

除了来自白腐真菌外还来自其他种类的细菌、真菌，因此即使氮沉降抑制了白腐真

菌生长，木质素分解酶活性也不一定减弱，反而是增加或者无影响。但是，为什么

在生态系统中木质素含量不同，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会发生如此迥然的差异呢？

木质素与微生物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在木质素含量高的生态系

统中，氮沉降降低了木质素的分解，随着生态系统的演替发展，该种生态系统中土

壤碳储存会越来越多，当土壤碳储量增多后，生态系统的植被群落和微生物群落及

功能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生态系统的植被变化和微生物变化对全球气候又将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而在木质素含量低的生态系统中，氮沉降加快木质素的分解，

整个生态系统的碳素代谢加快，土壤碳库累积减少，当生态系统发展到一定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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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土壤碳库储量是维持在原有水平还是减少了呢？如果氮沉降使得土壤碳库储

量减少，那么整个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向是向更高级的生态系统（如森林生态系统）

进化还是向更低级的生态系统（如苔原生态系统）退化呢？对于以上系列的问题与

假设，目前尚缺乏有力的科学依据进行一一解答与证实，因此，未来科学的发展迫

切需要研究者们致力于更深层次的系统研究。

并非简单的增加——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作者：徐振锋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着陆地生态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因而备受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

普遍关注。凋落物分解(CO2从枯落物中释放到大气)是全球碳收支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全球气候变化所诱发的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变化可能对陆地生态系统 C储存产

生深远的影响，可能直接对目前由于大气 CO2浓度升高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一

个正反馈。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受气候等无机环境、凋落物品质和土壤生物群

落等多因子综合调控，而全球变暖对影响植物凋落物分解的相关因子都产生或多或

少的影响，因此全球变暖对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分解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凋落物分解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由淋溶、分解者取食和生物代谢等作用

共同完成。因为植物凋落物的微生物分解过程主要是靠相关酶动力学驱动的，而在

一定范围内，酶的活性与温度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在其他环境因子和分解者群落不变的情况下，温度升高能在一定范围内直接提高凋

落物的分解速率。其次，全球变暖将对地球生物圈的水分条件产生深刻影响，而水

分条件直接影响到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的淋溶作用和微生物分解的酶活性。在某些地

区，气候变暖可能增加水分限制，进而降低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同时，全球变暖可

能直接或间接（通过改变植物凋落物的质量，特别是叶片N浓度和植物组织内的C:N

比）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这些变化取决于升温幅度、水分变化、基质

可获得性等的复杂耦合作用，所以导致凋落物分解对变暖响应的相当大的不确定

性。综上所述，全球变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凋落物的分解，而

这些耦合的途径并非都是简单地增加分解速率。因此，气候变暖对凋落物分解的影

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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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方向

作者：庞学勇

自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 伴随着全球生态学研究的深入，一个新兴的生态学

领域——地下生态学(belowground ecology)开始形成，并得到了快速发展。2004年 6

月 11日的 Science杂志出版了“地下生态学”的 special section，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以

下的热点方向：

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的关联。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的关联。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的关联。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的关联。生产者通过地上过程为整个系统提供有机物质,

而分解者则通过地下过程对凋落物进行分解、释放营养元素 , 使整个系统的物质得

以循环。生产者和分解者都有以各自的消费者为基础组成的食物链,食物链各自组成

成分之间, 以及地上过程和地下过程的相互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的

功能和过程。因此, 地上和地下的整合目前被认为是生态系统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特别是关键元素，如 C、N、P、S等的传输、转移或转化过程的调控机制。

地下生物组成、结构及演替动态。地下生物组成、结构及演替动态。地下生物组成、结构及演替动态。地下生物组成、结构及演替动态。从土壤生物和地上生物的相互作用过程、土

壤关键生物功能群及土壤食物网等角度分析土壤生物反馈作用的时空尺度、生物组

织形式、方式、模型、驱动因素及其机制，能为理解地下生态学过程、维持生态系

统稳定性以及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提供参考，并有助于理解全球变化下陆地生

态系统结构及功能的动态和响应过程。

根系生态学研究根系生态学研究根系生态学研究根系生态学研究。。。。在演替过程中，土壤环境因子、根际微环境及全球变化对根

系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响应，根系的地下生态位分化趋势等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同

时，根系的地区分异，主要内容指不同植被类的地下部分生物量、生产力、根系的

周转率、垂直分布格局以及根系周围的土壤微生物区系，以及其与调控因子(如温度、

降水、土壤)的关系等。最后，对于根系研究方法的突破，无疑会带来根系生态学、

乃至地下生态学的飞速发展。

全球变化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全球变化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全球变化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全球变化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土壤 C储量的变化对地球系统的[CO2]的影

响机制与调控策略；地下过程对[CO2]增加和全球变暖的反馈过程与机制；土壤生物

对大气[CO2]增加和全球变暖的反馈过程与机制等。

（编辑：孙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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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庆 60 周年特别报道

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本期通讯出版之时适逢共和国 60 华诞和中国科学院建院 60 周

年，为缅怀老一辈科学家的丰功伟绩，特在本期通讯中将王海燕和印开

蒲同志于2001年撰写的回忆我所生态学科的奠基人——刘照光研究员的

文章“青山为证”再次刊出，以此勉励青年一代！

青山为证
————————追记著名植物生态学家刘照光

王海燕 印开蒲

刘照光简历刘照光简历刘照光简历刘照光简历

刘照光，男，汉族，植物生态学家。四川双流县人，

生于 1934年 1月 7日，中共党员。1958年 7月毕业于四

川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成都生物所”）工作。长期从事植被生态学、资源

生态学和生态工程学研究。1988年起被成都生物所聘为研

究员。历任成都生物所植物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成都生

物所副所长，所长。

1983年起被聘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科技顾问团顾问；1993年起任中

国植物学会理事、常务理事；1993～2001年任四川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2001年 12月 1日，刘照光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 68岁。

志在科学志在科学志在科学志在科学 岁月铸辉煌岁月铸辉煌岁月铸辉煌岁月铸辉煌

刘照光出生在人杰地灵的川西平原，大自然的苍翠葱郁把他的梦想染成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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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1954年进入四川大学时，他选择了植物学专业。四年以后，他来到了刚创建的

成都生物所，从此便将自己的一身与成都生物所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在

崎岖山路上的艰难跋涉，并矢志要用科学的智慧和探索的勇气，造化出生命的绿洲，

以荫护人类生活的希翼。四十多年，他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被人们誉为山的儿子。

山的深沉和丰腴，给了他智慧和毅力，山的博大和险峻，给了他胆略和锐利，而他

用四十个年轮馈赠给祖国母亲和人类社会的，是丰硕的科研成果和科学思想。

早在 1958年，刘照光刚迈出校门，就参与主持了四川省野生经济植物普查和

《四川野生经济植物志》的编写。这次考察活动使他不仅从老一辈植物学家那里学

到了有关经济植物的各种知识，还锻炼了组织大型科学考察活动的管理才能。

“文革”期间，刘照光一头扎进山里，参与领导了四川省薯蓣资源调查。为了保

证调查成果的科学性，同时又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他和其他同志一道，提出

了在野外工作中采用“样方法”和“三结合估产法”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不同生态环

境的薯蓣种类，采用不同面积的样方进行产量实测，并召开由科研人员、当地群众

和干部三结合座谈会对每一种产量进行估算。多年后，证实当初对各种薯蓣植物蕴

藏量的统计数据，准确率高达 80%以上。也正是这次扎实、科学的野外考察，为后

来薯蓣资源的深入研究、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提供了生

产治疗心血管疾病新药“地奥心血康”的原料保障。截至 2008年，“成都地奥制药集

团”已创产值 135亿元、上缴利税 48亿元。

刘照光带领科研人员几乎靠步行走遍了巴蜀地区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彻底

刘照光（前一）在茂县生态站考察薯蓣苗圃基地 刘照光（左一）在双流县考察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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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了植被分布，对其植物资源如数家珍。1961年，他拿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第一

篇论文《对平武地区在植被区划位置上的一点看法》，之后，他在国内外刊物和会

议上发表了有代表性的论文 60余篇，并先后参与和主编了《四川野生经济植物志》、

《四川植被》、《贡嘎山植被》、《四川经济动植物资源开发》、《川西北国土综合开发

规划研究》等多部专著。

1981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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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四川省自然条件和植被变化规律的科学分析，提出了科学的植物地带划分体

系和对四川大农业发展的建议。时隔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建议仍旧符合国家对

这些地区制定的发展方针。尤其对四川西部而言，当时论文提出的合理利用天然草

场、停止天然林采伐、退耕还草还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科学的建议和措

施，正是当前该地区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成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他主编的《川西北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被国际华人组织评选为世界优秀华人著作，四川省政府领导评价该书是“留给川西

北地区各族人民一笔具有历史意义的宝贵财富”。他主编的《四川植被》，获得了中

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和 1978～1981年度中国优秀图书一等奖，代表了当

时国内植被生态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刘照光以严谨治学、注重实践的工作作风和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思维，

一步步攀登科学高峰，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综合，从单纯的基础研究走向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耦合，在植物生态学、植物资源学、生态工程学等领域做出了大量开创

性和系统性的贡献。他不满足于认识客观规律的科学预测，由宏观规划研究转向具

体实践的生态恢复与重建试验示范领域。以山地生态系统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结

构的思路出发，开展山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优化模式研究，创立了长江上

游岷江干燥河谷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和金沙江干热河谷农村能源综合建设模式，促

进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同步增长，深受地方政府和山区群众的欢迎，并

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9年以来，他主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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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岷江上游典型退

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试验示范研究”。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他根据长期的科学积

累，提出了生态示范工程与国土整治、民族特点、人口布局、环境保护、资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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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系统理论。他还提出：生态建设应

当进行科技管理制度的创新，实施跨部门、跨学科的大联合，发挥综合优势，加强

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参与；生态工程必须强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坚持将世界先进的科

学技术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综合的技术体系，作为西部地区生态建

设的技术支撑；突出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

整相结合，生态建设才能持之

以恒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生态建

设应当重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恢复和利用；生态建设还必须形成

食物链—生态链—产业链的有机

整合，生态链应当以生物多样性为

基础，以食物链为网络，产业链必

须以市场为导向，用龙头产业带动

全局，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这些系统理论，在项目实施中被长江上游六省、市、自治区采纳具有长远、综

合、科学的指导性作用。由于在科研工作中的突出成绩，他先后获得过 20多项国

家、部（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其中由他主持的就有 8项。

1998年，为我国生态环境现状恢复重建而深深忧虑的朱镕基总理来到了茂县，

考察四川省阿坝州生态建设工作情况。当朱总理走进由刘照光领导建立的茂县生态

站的试验示范区，看到昔日荒山秃岭变成了郁郁葱葱的青山，心情十分激动，脸上

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朱总理在后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亲自考察过四

川阿坝自治州的森林，植树以后 8到 10年就可以成林，因此我认为西部地区的开

发见效可能是很快的。”

胸有大义胸有大义胸有大义胸有大义 居高声自远居高声自远居高声自远居高声自远

刘照光是新中国培养的杰出科学家，十分了解祖国的历史、国情和人民的需求。

虽然没有留过洋，但他却能够将世界先进的科学思想与技术同中国科研实践有机结

合，并开拓创新，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又是一位植根

于基层的科学家，深知广大科研人员的所思所想，并用他坦荡的胸襟和高尚的人格

刘照光（左一）在茂县生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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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激励科研人员无穷的创造力，团结和带领全所职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而奋斗。

刘照光 1992年担任成都生物所所长时，恰逢科学院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进一

步推行所长负责制。权力与民主之间、中心与核心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任期目

标与长远发展之间矛盾的显而易见，为刘照光搭建了一个施展其领导才能的舞台，

而在这个舞台上演绎出的种种矛盾的统一、关系的协调、情感的滋润、人心的凝聚

如山峰一般凸现出他高尚的品德、博大的胸怀和纯净亮丽的人格魅力。

他首先提升思想认识、加强自我修养。刘照光说：“在领导体制赋予所长最大

限度管理研究所的权力的新形势下，更需要加强研究所的民主建设，唯有党政合力、

干群合力，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因而他强化民主意识，广开民主渠道，研究所的

重大决策都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坚持“三会”（即党委会、职代会、学委会）

审议制度，畅通职能部门、研究室和课题组意见反馈渠道，倾听群众呼声，集思广

益，博采众长，力争决策的科学化和实施的有效性。刘照光在起好“班长”表率作用

的同时，坚持领导班子建设。一是定期组织班子成员进行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统一认识；二是建立班子成员分工、协作责任制，放手让班子其他领导大

胆工作，并培育良好的民主作风和团结精神，发挥班子集体智慧，树立班子整体形

象；三是磨练班子成员的事业心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四是从现代管理

学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环节统筹各方面工作，抓大放小，充分发挥中层

干部积极作用。

刘照光积极支持科研成果的转化，在“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成立初期，他顶住部

分职工的质疑，坚持放水养鱼，将财权、人权下放到公司，支持公司在市场经济道

路上大力发展，待公司壮大后又有效理顺公司与研究所的关系，使科研与成果转化

达到了相互支撑的良好境界。班子成员最为感慨的就是他们总是看到刘照光并不偏

袒和私惠自己的学科领域，为了研究所的整体发展而运筹帷幄，一旦工作中出现差

错，又主动承担责任，对他们给予鼓励和帮助。

人们在刘照光的办公室发现一本职工花名册。这本花名册很奇特，许多职工的

名字后面都划上了各种符号。经过仔细研究和阅读注解才明白，这些符号是刘照光

对职工们具体情况的分类标注。需要科研经费支持的职工是一种符号，需要再教育

以提高研究技能的职工是一种符号，尚未分配到住房的职工是一种符号，尚未婚配

成家的职工是一种符号……问题解决了就在符号上画个圈。他把职工的点点滴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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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心上，处处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为职工排忧解难。他襟怀坦荡，平实亲切，

他以宽容、谦和、真诚，勇于承担责任赢得了职工们的感激和尊重。一次他很晚下

班，无意中听说敖栋辉研究员的女儿在去一个效益很差的单位的上班途中被车撞

伤，便把此事记在心上，亲自联系将敖栋辉的女儿安排到地奥公司工作，解决了敖

栋辉这位四川省劳模，这个辛勤贡献、不求名利的小麦育种专家的实际困难……

毕生奉献毕生奉献毕生奉献毕生奉献 忠魂留青山忠魂留青山忠魂留青山忠魂留青山

一个人如果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种事业，那么生与死便再没有什么界限。

刘照光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注入了科学研究事业，也就真正拆去了他生与死的界

限，而他拆除界限的唯一方式就是奉献。

他的奉献在于忧国忧民，捧一颗科学家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1981年，四川发

生特大洪灾，在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他四处奔走，宣传“大

力恢复植被，维护生态平衡”的观点，报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1998年长江特大

洪灾发生，他再次奋起疾呼，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重视生态恢复建设，恩泽流

域几亿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他提出的“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构想被四川省委省

政府采纳并确定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两大战略目标之一。2001年他又深为某些地区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中的违反科学规律的做法和虚假之风而忧心，同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科学家一道，向中央提出了确保退耕还林工程质量的系统建

议，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温家宝同志专门作了批示。

他的奉献在于劳而无怨，不计个人得失。无论节假日还是工作天，无论朝晖中

还是夕阳里，你看到的他只是在工作，而且从不计较条件的艰苦。早在野外科考时，

他和考察小组同志常以野菜充饥，常常造成排解困难，只好忍着痛，用手去抠；有

一年在步行翻越一座海拔 4500米的雪山时，因患雪盲症双目暂时失明，在后来的

几天考察中，不得不依靠当地老乡用一根棍子牵着走路，但他依然坚持工作。退休

后他继续肩负重任，主持国家和科学院重大项目。

他的奉献在于功而不骄，以造福社会和民众为己任。他无偿地帮助贫困少数民

族地区规划经济发展蓝图，又手把手向农民传授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当地干部和

群众把他当作治山招财的“神”。他担任四川省委、省政府科技顾问团成员、四川省

植物学会理事长等十多个职务，两次获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为振兴四川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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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荣誉证书，并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竺可桢奖”、“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

“四川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科技扶贫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却不为荣誉所

累，始终保持平民意识和素朴生活作风。

他的奉献在于官而不显，不谋私利却甘为人梯，大力培养年轻人才。他享有盛

名、位居所长，但却没有利用职权为三个子女中的任何一个安排工作。在他去世前

不久，他还把所有子女叫来身边，吃力却又坚决地说：“在我身后你们不要向研究

所提任何要求，一定要努力劳动，好好做人。”而对于研究所的年轻人和他的学生，

他却如慈父般倾注心血全力培养，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努

力提升年轻人的学术水平、综合素质和为人品质。

奉献精神成就了刘照光的一生，奉献精神让刘照光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全部。

1999年 5月，刘照光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出差，突然咳血不止，回到成都后被诊断

为中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一边与病魔顽强斗争，一边加倍努力工作。

就在他去逝前两天，依然用微弱、含混、不连贯的声音嘱咐前去看望他的同志，要

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搞好工作。

2001年 12月 1日晚上 10点 30分，刘照光从深度昏迷中突然睁开双眼，张大

嘴，仿佛有话要说，儿女们知道离别时刻到了，一齐扑在床前大声急呼：“爸爸，

您放心走吧，我们一定按你的意愿去做。”他目光柔和，但仍然久不闭眼合口，站

在一旁的两位学生突然领悟到他在想什么了，于是齐声凑到刘照光耳边：“刘老师，

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工作，做好你没有做完的事。”学生的话音刚落，他再也无

心牵挂，慢慢地合上了嘴，闭上了眼。

遵照刘照光的遗愿，他的骨灰分成两份撒在他长期工作的四川茂县生态站和泸

定县海螺沟。他早已把一腔热血注入了大山母亲的躯体，如今真正要在母亲的怀抱

里长久、安心地呼吸了。人们用哀怨和惋惜，用敬仰和思念，缅怀这位为西部地区

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我国科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科学家，学习他纯洁

高尚的品质、坚韧刚强的意志、淳朴谦逊的气质和坦诚宽广的胸怀。他的生命已在

人们心中化作了一座不老的青山。

（编辑：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