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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国宝”长江江豚喜添新丁，被称
为长江生态晴雨表的长江江豚一家三口登
上普通邮资明信片，武汉江豚一路漂洋过
海来到德国鲁尔河过“中国节”……连日
来，诸多喜讯使长江江豚登上热搜。

作为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长
江江豚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转折性变化，尤其是2020年1月1日，农业
农村部正式发布《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恢
复长江生态，为江豚打造能够安全呼吸的
水域环境。

禁渔第一年，江豚就屡屡现身。在湖
北武汉城区，长江江段多次出现江豚踪
影；在荆州，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江豚群
体不断扩大；在汉江潜江段，近 30 多年来
第一次出现了江豚的身影……据不完全统
计，2020 年至今，长江江豚在武汉城区江
段出现超 20 余次，近 210 头次。经过多方
努力，长江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正在

“回家”。

“独立门户”，身份由亚种升级
为独立物种

长江江豚属于鲸目、鼠海豚科，以性
情活泼著称，因在江水中常常做翻滚、跳
跃、喷水、转向等高难度动作，被人们誉
为“水中精灵”。

长江江豚，又别称江猪、江豚、扬子
江江豚、黑鼠海豚，个体体长一般在1.2米
左右，最长的可达1.9米，体重一般50—70
千克，正常情况下寿命可达20年。

形态特征貌似海豚的长江江豚，仅分
布于我国长江内，喜欢栖息咸淡水交界的
海域，但在大小河川的下游地带淡水也能
生活，在长江中甚至能够上溯到宜昌、洞
庭湖和鄱阳湖一带。其食物主要以青鳞
鱼、玉筋鱼、鳗鱼、鲈鱼、鲚鱼、大银鱼
等鱼类和虾、乌贼为主，随着环境的不同
而改变。

长江江豚的生活习性有着明显特征，
其中一个就是喜欢单独或成对活动。但有
时也结群，群体一般不超过 4—5 头，不
过 ， 也 曾 有 过 群 体 数 量 高 达 87 头 的 记
载。另一特点是性情活泼，在水中常常上

游下窜，能够连续不停地做出各种动作，
比如翻滚、跳跃、点头、喷水、突然转向
等，尤其“拜风”动作，令人称奇。此场
景均是发生在大风天气即将到来之前，由
于这时的气压较低，使它们的呼吸频率加
快，多次露出水面，且头部朝着起风的方
向“顶风”出水，因此被人们称为“拜
风”。

2018年4月11日，长江江豚的身份发生
了巨大变化——历史上一直认为它与东亚海
豚同是窄脊江豚的两个亚种，而于这一天
起，它由窄脊江豚的指名亚种，被确认升级
为独立物种，这也使世界鲸豚类物种增添了
一个新成员，由原来的 89 种改写为 90 种。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又增添了一个独有
物种。

驮带和携带，育儿方式温馨有趣

长江中的哺乳动物，过去还曾包括白
鳍豚，自 2007 年宣布白鳍豚“功能性灭
绝”以来，就意味着“江豚成为长江唯一
的水生哺乳动物”。

长江江豚妈妈一般是 10 月生产，每胎
产1仔。妈妈对幼儿有着明显的保护、帮助

行为，不仅温馨，而且巧妙有趣，主要方
式包括驮带和携带。

所谓驮带，指幼儿的身体紧贴着妈妈
斜趴在背部，呼吸时与妈妈相继露出水
面。随着幼儿的长大，妈妈就改为用鳍肢
或尾叶，托着幼儿的下额或身体的其他部
位游动。

而携带式，是妈妈与幼儿身体并不接
触，一般相距5—10米，呼吸时也是前后相
继露出水面，这种方式更为常用。

喂奶时，妈妈便带着幼儿进入水较
浅、较缓的区域，将身体微侧向一边，幼
儿便紧紧贴在妈妈腹部吸吮乳汁，每次大
约用时5—10分钟。

三大保护策略初显成效，已成功
繁育出二代

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据 1991
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总
共为 2700 头；2006 年再次调查时，其种群
数已不足1600头。科研人员分析认为，“如
果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估计再过 10—15
年，长江江豚将面临灭绝”。

为了加强保护，我国于 2021 年将长江
江豚调整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多年来，我国坚持“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有效降低
了该物种的下降速率，种群数量逐步回升。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湖北洪湖、江
西鄱阳湖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等 8 个就
地保护区，建立湖北石首、江苏镇江国家
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等 5 个迁地保护区或基
地。2018 年调查时鄱阳湖的长江江豚数量
约为 457 头，2022 年已增至 700 余头。在
人工繁育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效。自 1996
年启动的人工饲养，现已取得成功。人工
繁殖亦取得重大进展，已繁育出了二代长
江江豚。

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我国独有物种我国独有物种、、长江中目前唯一的水长江中目前唯一的水
生哺乳动物生哺乳动物，，长江江豚这群爱微笑的小家伙们长江江豚这群爱微笑的小家伙们，，可以安全畅游长江了可以安全畅游长江了。。

长江江豚长江江豚：“：“水中精灵水中精灵”” 正在正在““回家回家””
———长江里的珍稀濒危物种—长江里的珍稀濒危物种（（五五））

□□ 许焕岗许焕岗

（图片由郭莲英提供）

全国古树名木摸清“家底”

千 年 以 上 古 树 超 万 株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作为有生命的文物，古树名木既是自然界和前人留
下来的珍贵遗产，也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具有重要的
生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和经济价值。9月9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外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
万株。其中，1000年以上的古树有10745株，5000年以
上的古树有5株。

“通过本次资源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国古树名木资
源本底状况，建立了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档案和数据
库。”国家林草局生态司司长张炜介绍说，此次普查的
508.19 万株古树名木中包括散生 122.13 万株和群状
386.06万株，分布在城市的有24.66万株，分布在乡村的
有483.53万株。群状古树分布在18585处古树群中，散
生古树名木中，古树121.4865万株、名木5235株、古树
且名木1186株，数量较多的树种有樟树、柏树、银杏、
松树、国槐等。

全国散生古树的树龄主要集中在 100 至 299 年间，
共有 98.75 万株，占 81.2%；树龄在 300 至 499 年的有
16.03 万株，占 13.2%；树龄在 500 年以上的有 6.82 万
株，占5.6%。

普查结果还显示，按生长环境看，全国散生古树名
木良好的有96.98万株，中等的有18.04万株，差的有6.85
万株，极差的有 0.26 万株；按长势情况看，正常的有
103.73万株，衰弱的有15.77万株，濒危的有2.63万株。

如何让古树名木“活”起来？国家林草局生态司副
司长刘丽莉介绍说，将在此次普查形成的古树名木资源
管理档案和资源数据库基础上，适时开展古树名木资源
补充调查，建立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一张图”，对
古树名木实行挂牌保护。加大日常巡查巡护力度，坚决
打击破坏古树名木的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针对普查中发现的长势衰弱和濒危古树名
木，积极指导推动各地及时开展抢救复壮，促进古树名
木健康生长。加快出台国务院古树名木保护的行政法
规，推进《森林法实施条例》修订工作，进一步细化古
树名木保护法律责任，形成依法保护古树名木的长效
机制。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的榕树，306岁

位于安徽省九华山上的凤凰松，1400岁

位于贵州省瓮安县建中镇的香樟，500岁

位于四川省剑阁县普安镇的参天古柏，1400岁

近日，由问天实验舱带到中国空间站的
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已经“满月”，在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的照料下长势良好。对于水
稻，大伙儿都熟悉，而拟南芥，虽不一定听
说过，但你一定见过它的近亲油菜花。

设想一下，你眼前的油菜花拥有孙悟空
的法术会缩小，也会变色，并且它一个劲儿
地变小、再变小，直到变得和我们春天里吃
的荠荠菜一般大。然后，再把油菜花花瓣的
金黄色变为白色，这大概就是拟南芥的模
样了。

拟南芥和油菜花同属十字花科植物，它
们的花朵，都拥有四个花瓣，十字形两两相
对，围绕在花蕊身旁，数朵十字小花，又以
总状花序聚集。油菜花金黄，拟南芥花朵洁
白；一个大点，一个是小不点。从体量上
看，就像爷爷和孙子。它们也都拥有细长的
微微向上弯曲的荚果，成熟时开裂，弹射出
里面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细小种子。

和十字花科的其他植物白菜、油菜、荠
荠菜一样，拟南芥也是可以食用的。不过，
拟南芥最重要的用途，是充当植物界的“小
白鼠”，在科学家的眼里，没有什么植物比

拟南芥更适合用来做科学研究实验了。
个头矮小，身高 20—30 厘米，适应性

强，且生长迅速、种子多，并能够自花授
粉，这些特点使得拟南芥很方便在实验室里
进行培育种植。到目前为止，它也是最适合
在太空舱内进行播种繁育操作的植物。

作为草木代表，拟南芥是第一种获得基
因组测序的植物，不仅在国际空间站种植，
它还登上过月球。科学家把它在太空里的生
存规律研究透彻后，就可以培育出适合在太
空种植的粮食作物，为人类移民月球、移民
火星提供宝贵经验。

拟南芥生命周期短，短短 6 周，就能完
成“从种子到种子”的繁殖周期。在遗传育
种的研究中，会大量运用到杂交技术，每次
实验都需经历一个完整的植物繁殖周期。拟
南芥一年可以繁殖多代，大大提高了实验效
率——播种 1 个月后，就可开花，再过半个
月，就能收到它的种子；繁殖期的拟南芥每
次都能产出数千枚种子，后代数量多，利于
后期的统计分析；自花授粉，则意味着拟南
芥的基因高度纯合，保证了其基因的稳定
遗传。

最重要的是，拟南芥的基因组小，其基
因组大约为 1.35 亿碱基对和 5 对染色体。对
比一下，人类有32亿碱基对、23对染色体。

研究还发现，拟南芥的隔代遗传，和人
类非常相似，现已应用到癌症和神经等疾病

的研究方面，用理化因素处理突变率很高，
容易获得各种代谢功能的缺陷，且方便对其
进行生活力记录。

正是以上特点，让外观不甚起眼的拟南
芥，成为生物学和遗传学实验的常驻嘉宾，
成为科学家最喜爱的模式植物。

就像小白鼠实验的结论可以外推到人类
身上一样，在拟南芥中找到的基因，几乎
都可以在其他植物身上找到同源基因。譬
如，通过拟南芥，人类知道了植物怎样分
化出各种器官、花粉如何萌发、卵细胞如
何受精，也知道了植物如何感知光照、感
知环境、感知病虫害，以及如何利用植物
激素传导信息来调动体内的相应机制去处
理、去应对……了解了拟南芥的秘密，也就
了解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农作物，以及其
他植物的秘密。

有意思的是，瑞典的科学家在实验中发
现，拟南芥在遭遇害虫叮咬的时候，会合
成毒素来驱赶害虫。当然，这不是特例，
几乎所有的植物在遭受虫咬时，都会产生
应激反应，并向周围的邻居“打电话”告
知 敌 情 ， 以 便 大 伙 儿 尽 快 建 立 起 驱 虫 机
制。这个实验的特别之处，在于科学家把
害虫咬食叶片的声音录了下来，然后播放
给拟南芥听。科学家发现，拟南芥听到这
可怕的声音时，它体内的毒素水平也显著
上升了。而播放类似于泉水叮咚乃至劲爆

迪斯科给拟南芥听时，它则无动于衷。拟
南芥竟然能听到害虫撕咬叶片的声音，这
意味着植物真的有听觉。

小小的拟南芥，也曾经是解决国民口粮
问题的大功臣。这是因为，水稻抗旱能力的
增强，得益于在拟南芥身体内获得的一种突
变体hrd—D，这种功能基因被科学家表达在
水稻中，实现了水稻根系锁水、降低蒸腾、
提高光合效率等功效。生长于西北地区干旱
缺水的水稻，因此获得了能够抗干旱和抗高
盐环境的能力，解决了当时我国水资源短缺
的问题，最终让更多的人都吃饱了肚子。

拟 南 芥 ： 植 物 界 的 “ 小 白 鼠 ”
□□ 文文//图图 祁云枝

紫花苜蓿蛋白质含量高，优质紫
花苜蓿干草的蛋白含量可高达20%以
上，是一种优质的多年生饲草。我国
北方是紫花苜蓿的主要产区，同时北
方冬季的寒冷也给紫花苜蓿的越冬带
来不小的挑战。那么，苜蓿是如何抵
御寒冷的呢？

从紫花苜蓿形态来看，当秋季来
临后，随着日照时长的缩短及温度逐
渐下降，紫花苜蓿的地上部分生长逐
渐放缓，同时将更多的光合产物储存
在根部，用来抵御逐渐降低的温度甚
至冬季的冷冻，这个过程科学家们将
其称之为秋眠。打个比喻，就个过程
就像人们天冷以后要穿厚点的衣服是
一个道理。

从紫花苜蓿体内的变化来看，温
度降低后，紫花苜蓿细胞膜感应温度
降低的信号，经过一系列信号转导途
径，调整多种冷调节基因的表达，进
而提高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和不饱
和脂肪酸等物质的含量。据科学研究
表明，可溶性糖具有调节细胞液渗透
势、降低细胞抵抗温度阈值的作用，
此作用类似冬季在公路上撒盐可防路
面结冰是一个道理；可溶性蛋白具有
冷冻保护细胞的作用，部分蛋白还可
为来年的恢复生长提供营养；植物细
胞膜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升高，可以
提高细胞膜流动性，以维持细胞功能
的正常。

紫花苜蓿有许多人工栽培品种，
它们响应低温、抵抗低温的能力也存
有差异，生产中需根据当地气候特点
选择合适的苜蓿品种。

（徐洪雨）

紫花苜蓿
抵御寒冷靠“秋眠”

随着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
研究基地一期工程完工，各项条件
均达到相关标准，国宝大熊猫又有
了“新家”。这是陕西省保护大熊
猫“一公园 两基地”规划取得的
重要进展。

秦岭大熊猫佛坪繁育研究基地坐
落于秦岭南麓腹地佛坪县长角坝镇沙
窝村十里沟，这里依山傍水，林草繁
盛，生态原始。整个大熊猫馆舍就像
一架合着琴盖的钢琴，优雅大方，古
朴自然。大熊猫馆舍汲取了四川卧龙
大熊猫繁育基地的成功经验，室内馆
之间既相同，又保持相互独立。大熊
猫室外活动场所依山而建，高低起
伏，保留了山石、树林、草坪等自然
元素，最大程度地模拟了大熊猫野外
生活环境。玻璃落地窗和景观廊道能
从不同角度和距离观察大熊猫的生活
状态，便于基地工作人员进行研究，
以及对公众开展大熊猫知识科普和
教育。

秦岭大熊猫佛坪繁育研究基地担
负着秦岭大熊猫人工繁殖、秦岭区域
野外大熊猫的救护、治疗和康复等功
能，以及进行大熊猫秦岭亚种保护、
疾病防控技术研究、大熊猫知识科普
和公众教育等。目前，一期建设已完
成熊猫馆、熊猫医院、科研楼、参观
廊道等设施。待二期、三期工程全部
完工后，秦岭大熊猫人工繁育能力将
达到每年 2—4 只，大熊猫饲养容量
将达到40—60只。

（白聪敏 王刚）

秦岭大熊猫
“新家”落户陕西佛坪

（图片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