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图3：本文作者拍摄的江豚。
图2：白鱀豚的科学发现者。
图4：本文作者在其设计的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前讲解物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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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甲壳动物，如螃蟹、龙虾、
对虾、寄居蟹等，都有着一副“暴脾
气”，好打架。“打架”，即学术界所说
的“争斗行为”。很多生物学家对甲壳
动物的争斗行为进行了研究。甲壳动
物为什么经常打架呢？这与生物自身
和外界环境因素均有关。

基因遗传：对模式生物的研究表
明，5-HT 受体基因、FKBP5 基因、
miR-34 基因等会影响动物社交、争
斗、认知等行为。国内学者将中华绒
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即我们熟知
的大闸蟹） 的 5-HT1B 和 5-HT2A 受
体基因敲除后，中华绒螯蟹的攻击行
为增加，证明这些基因与其争斗行为
密切相关。

个体大小：大量研究表明，个体
大小的差异是影响甲壳动物争斗行为
的重要因素。不过，个体大小对不同
物种争斗行为的影响不同。有研究者
将不同大小的日本对虾 （Penaeus ja-
ponicus） 混养，发现争斗多发生在体
型差异较大的个体间。这有点“恃强
凌弱”的意思。与之相比，讲究“公
平竞争”的岸蟹则光明不少。人们在
对岸蟹 （Carcinus maenas） 争斗行为
的研究中发现，规格相当的岸蟹间比
规格差异较大的岸蟹间的争斗时长更
长，争斗强度更大，损伤更严重。当
然，这也有可能是弱小的岸蟹面对强
大个体及时“服软”的缘故吧。

种群密度：种群密度高，会导致
甲壳动物个体间相遇概率增大，加大
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力度，因而争斗行
为概率会增大。例如，高密度条件下
的中国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chi-
nensis）的争斗频率和争斗激烈程度明
显比低密度条件下的更高。这很好理
解了，“地广人稀”时大家相安无事，

“摩肩接踵”时更容易引起摩擦。
温度：不适的温度会增强动物的

攻击动机，导致争斗行为的发生。例
如，高温环境会使得生性好斗的美洲
螯龙虾 （即波士顿龙虾，Homarus
americanus）产生愤怒情绪和敌意，变
得更有争斗倾向。

光照：光照时间、光照强度等因素会对甲壳动
物争斗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克氏原螯虾（即
俗称的“小龙虾”，Procambarus clarki）处于完全黑
暗或高强度光照的环境中时会产生不安情绪，进而
发生争斗。

溶解氧：甲壳动物的争斗行为需要消耗大量能
量。当环境中溶解氧水平较低时，寄居蟹在与同类
发生争斗时会缩短争斗时间，降低争斗强度，为以
后躲避捕食者节省能量。

饵料：饵料的种类和密度均对甲壳动物的争斗
行为有影响。投喂活体饵料比人工饵料更容易引起
中国明对虾的争斗行为。当环境中饵料密度较高、
饵料量充足时，甲壳动物的争斗强度大大降低，争
斗时间大为缩短。

甲壳动物的争斗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甲壳动
物个体通过争斗获得领地、食物、配偶。对于物种
而言，争斗是一种积极的种内竞争，利于该物种选
优保种。然而，争斗行为已成为制约甲壳动物集约
化养殖提质增效的瓶颈。因此，研究甲壳动物的争
斗行为，尤其是经济物种的争斗行为，对于推动相
关产业的绿色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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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两只在“打架”的招潮蟹。（图片来自
wikimedia，Wilfredor）

下图：挥舞着大螯的克氏原螯虾。（图片来自
wikimedia，Entom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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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保护
监测中心估计，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
球将有 5 万～6 万种植物受到不同程度威
胁。换句话说，约每 5 种植物中就有 1 种
遭受生存威胁。据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
（WWF） 发布的 《2016 地球生存报告》，
从 1970 年到 2012 年，全球脊椎动物种群
数量减少了58%，其中陆地动物种群下降
了38%，淡水动物种群下降了81%，海洋

动物种群下降了36%。如果这种趋势持续
到2020年，全世界将丧失2/3的脊椎动物
种群数量。美国生物保护学者于1993年提
出当时世界上濒临绝灭的十大物种：中国
大熊猫、西伯利亚虎、亚洲黑熊、印尼马
鲁古白鹦、亚洲猩猩、非洲黑犀牛、北美
石龟、北美玳瑁、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鳄
鱼以及巴西红木。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是水稻、大豆等重要农作物的
起源地，也是许多野生和栽培果树 （柑
橘、苹果、梨、猕猴桃等）、经济植物和
花卉（茶、桑、杜鹃、牡丹等）以及许多
家养动物或宠物的主要起源中心。同时，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
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资源过度利用、栖息地破坏、外来物
种入侵、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使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程度不断加剧。
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由于物种

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一种植
物绝灭往往会引起10～30种依附于这种植
物的其他生物消失，由此可能最终导致整
个生态系统的崩解。许多对人类有潜在食
用、药用价值，可为工农业提供原料的动
植物资源正濒于绝灭。物种的消失意味着
可用动植物资源的绝对减少，直接危及人
类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因而，“抢救
生物就是拯救人类本身”。

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日益重视。国家投入了大量
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广大科技人
员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中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果。比如，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
的朱鹮，自1981年5月在陕西洋县姚家沟
村发现 7 只野生朱鹮后，经过有效的保
护、繁育，现在种群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增
长。至今陕西境内的种群已达2500多只，
在国内浙江等地重建野生种群也取得重大
进展。然而，我们仍不能过于乐观，我国
目前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
有效遏制，栖息地退化与丧失、资源过度
利用与干扰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着物种
生存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物种
资源流失严重的形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改
变。

《正在消失的美丽》一书对我国130种
珍稀濒危植物和214种珍稀濒危动物的重
要性、识别特征、繁殖特性、濒危等级、
保护现状、发现史、文化史和保护价值等
进行了比较科学和系统的介绍，并对每个
物种提出了保护建议。每个物种不仅有难
得一见的精美照片，还附有彩色绘图。该
书的编辑出版是我国动植物学和保护生物
学工作者对珍稀濒危物种多年研究成果的
具体体现。

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广大民
众了解我国珍稀濒危物种，让更多的民众
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行动中，这对我
国濒危生物物种的有效保护具有十分积极
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
主席。这是作者为《正在消失的美丽》一
书所撰写的序言。北京出版社授权本报刊
登，本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大自然中生物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多样性，构成了生物多样性不同层次的内涵。而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减少。因此，
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目前——

全 世 界 每 天 至 少 有 一 个 物 种 绝 灭
□□ 许智宏

图1：橙腹树蛙背部皮肤光滑，呈绿色，上有白色斑点散布。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
山区阔叶林中。中国特有种，仅分布于台湾。

图2：水獭为半水栖食肉兽类。余部位均为咖啡褐色。其广泛栖息于高原或低地的河
流、湖泊、沼泽、池塘及其附近。尤其喜欢生活在两岸林木繁茂的水域。大多独栖。广泛分
布于欧亚大陆，在中国的分布密度很低，数量较少。

图3：栗树鸭雌雄相似，上体主要为黑褐色，尾上覆羽、下胸和腹为栗色，颈较长，
背、肩黑褐色，具棕色或棕灰色羽缘。通常栖息在植物丰富的淡水湿地。在中国主要分布于
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国外见于东南亚国家。

图4：小熊猫是一个古老的孑遗物种，堪称活化石，非常珍贵。其外形似熊，头部像
猫，故有“小熊猫”之称。为喜马拉雅—横断山区特有种，中国现仅见于云南、西藏、四
川。国外见于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

（上接第1版）
而作为补救措施的天鹅洲故道，岸上

麋鹿，水中江豚，保育成果斐然，可惜白
鱀豚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白鱀豚是首个
由于人类影响而将灭绝的鲸类动物，是
50 年 来 消 失 的 第 一 种 大 型 水 生 脊 椎 动
物。相信能听到少侠此番讲解的人，都会
感同身受：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照片
中，还能看到白鱀豚在渔船边游动，看到
白鱀豚和岸上收割庄稼的人们和谐共处。

我曾在赣江流域观鸟，在麋鹿保护区
天鹅洲考察，都见到水中游弋的野生江
豚，可以白鱀豚却杳无痕迹了。湖北不少
朋友说：江汉关博物馆的门口，还立着白
鱀豚的雕像；南望山下还有白鱀豚路，中
科院水生所还有白鱀豚馆；武汉白鱀豚基
金会志愿者们的胸前还画着活灵活现的白
鱀豚会徽……明明到处还都是白鱀豚的影
子，它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就是我们身

边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和丧失的无情案例。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个

纪念日旨在提醒人们只有多样性才有稳定
性，万物相形以生，众生互惠而成。鼠年
伊始的新冠病毒乃是原本寄生在野生动物
们身上的病菌，因为人类的干预和破坏，
原来的宿主被杀掉，病菌无所依附，另寻
寄主，我们又去消费野味，导致病从口
入，引火烧身。

黄鹤楼下，往事茫茫。白鱀豚的英文
“Yangtse River Dolphin”如果直译即“长
江之豚”，真是长江之魂啊！如今白鱀豚
已逝，长江明星物种保护的重点变成了江
豚。毕竟长江江豚，也成了不足千只的濒
危物种，“灭绝意味着永远，濒危则还有
时间”。这也是我在麋鹿苑生态导览时常
说的，作为物种灭绝警示教育，我们在麋
鹿曾经发生本土灭绝的地方，设计了一个
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工业革命以来有数以

百计的物种在我们眼前灭绝，而且我将其
创意成“灭绝多米诺骨牌”，意味着什么？

新冠疫情当前，反思人兽关系，重读
1999 年本人撰写的灭绝墓志铭，勿谓言
之未预也。

“善恶终将有报，猎天必被天猎！当
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
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地球物种之一
的人类 （也是多米诺中的一位），你就能
幸免遇难、在劫而逃吗？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作者系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

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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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初夏，在奥
地利东部靠近阿尔腾堡的多瑙河湿地，康
拉 德 · 洛 伦 茨 （Konrad Lorenz，
1903-1989） 与他的朋友兼助手阿尔弗雷
德·塞茨，身穿游泳裤，挎着摄像机，抬
着独木舟，带着一支奇怪的队伍在美景间
缓慢地穿行。

打头的是一条大红狗，后面跟着的动
物有10只半大不小的灰雁，13只吱吱叫的
小野鸭，1只模样奇特的“丑小鸭”（红色
秋沙鸭和埃及雁的杂交种）。

他们打算为灰雁拍摄一部纪录影片。
到达一处风景如画的水塘之后，作为

摄影师的塞茨即开始紧张的工作，而作为
“科学指导”的洛伦茨，此时的主要“任
务”则是躺在水边柔软的草地上，闭目养
神晒太阳。他能听到水蛙懒洋洋地呱呱
叫，黑顶林莺正唱着欢快的歌儿，还能听
到稍远处塞茨给摄像机上发条的声音，以
及塞茨抱怨游来游去的小野鸭总是闯入画
面（此刻他只想让灰雁出现在镜头中）。

昏昏欲睡之时，洛伦茨突然迷迷糊糊
地听到塞茨在生气地叫道：“啷啷啷，啷
啷啷！哦，不，我想说，呱，咯咯咯咯，
呱，咯咯咯咯！”洛伦茨一下子笑醒了：
塞茨本来是想把小野鸭赶走，但却错误地
用灰雁的语言和它们对话。

就是在这一刻，创作一本书的念头第
一次出现在洛伦茨的大脑中。“因为没有
人能一起分享这个笑话，赛茨正忙着工作
呢。我想：把这个笑话讲给别人，其实还
不如把它分享给每一个人。”1949 年夏，
洛伦茨在为《所罗门王的指环》德文版撰
写的序言中写道：“为了能够确切地描写

动物的故事，一个人必须对所有的生命，
都怀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真感情。这点你们
完全可以放心，我就是这样的人。”

身为“动物行为学之父”的洛伦茨持
有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展现了令人着迷
而又使人敬畏的美，你越是深入探究每一
个细节和每一项特点，就越能发现它的
美。他的经验是，你对大自然知道得越
多，就会更深刻、更持久地为它迷人的真
相所感动。那些成果丰硕的优秀生物学
家，都是发自内心地欣赏造物之美，因而

以此为终生志向，并由于研究工作而增长
的知识，反过来更加深了其在欣赏大自然
和工作时的乐趣。

《所罗门王的指环》 结合作者观察、
研究及个人体验，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描
述了鹦鹉、斗鱼、水鼩、寒鸦、野兔和狼
等许多动物不同的本性、行为和趣闻。其
最初的德文版名为《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
话》。

书之开篇，洛伦茨引述了英国作家鲁
德亚德·吉卜林的一首小诗，表明其旨趣
所在，诗云：“从来没有哪个国王，能够
像所罗门这样，他可以和蝴蝶说话，就像
两人闲聊家常。”此中所罗门王，即是

《圣经》 中提到的大卫之子、智慧之王，
他“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圣经》
原意是说所罗门讲到了动物，但却被误解
演绎成所罗门能够与动物对话，而他的魔
力关键，则在于他手上所戴的戒指。

由于将科学知识与文学趣味很好地结
合在一起，《所罗门王的指环》问世半个
多世纪以来一直广受赞誉，一再被重印，
成了风靡世界的科学人文经典。1950年1
月，洛伦茨在该书一个新的版本前言中写
道：“希望亲爱的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书，
对动物朋友身上的无限美妙略有所知。”

对于“动物朋友身上的无限美妙”，
《所罗门王的指环》一书中有许多精彩的
描述，也不乏作者由此生发的感悟与哲
思：

有一次我沿着多瑙河散步时，听到了
一只渡鸦响亮的叫声，我也叫了一声回应
它。这时，处在高空的大鸟收起翅膀冲了
下来，速度快得让人窒息，我感到一股气

流向我涌来。突然它张开了翅膀减速，落
在我肩膀上时，轻若鸿毛。这一刻我觉得
它所做的一切坏事都得到了补偿，我养的
这只渡鸦不知撕坏了多少书、多少次捣毁
鸭窝。这种奇妙的感觉，并不会因为重复
经历而消失，哪怕天天都这样，我仍然感
觉这事很神奇。

我很少嘲笑动物，如果我嘲笑了动
物，事后通常会发现，我嘲笑的启示是我
自己，是人类，因为那是动物在多少有些
无情地、讽刺地扮演我们。……有经验的
观察者不会嘲笑动物身上的怪异之处。

让洛伦茨深感遗憾的是，今天，大多
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跟没有生命的、人造
的东西打交道，他们已经忘记该如何理解
有生命的生物，如何跟它们相处，从而导
致整个人类如此无情地摧残生机勃勃的大
自然。所以他认为，重新建立人和地球上
其他生物的联系，是一个崇高而重要的任
务。

1973 年，因对动物在自然环境中之
行为模式的研究，而在个体和社会行为
的构成和激发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洛
伦茨与卡尔·冯·费舍尔和尼古拉斯·廷伯
根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的亲密朋友与合作伙伴廷伯根称他为

“动物行为学之父”。

白 鱀鱀 豚 见 时 望 秋 水 ， 如 今 驾 鹤 归

跟在洛伦兹身后的，是一窝已对
他产生了印随作用的幼雁。

洛 伦 兹 ： 欣 赏 造 物 之 美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