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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神树”喜成林
本报记者 曹 松

守卫候鸟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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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金虎

听闻“广南有颗神树”，8 月中旬，记者跟随部分专家

前往云南省广南县采访。在广南县曙光乡拖董村，当地

村民热情地带领记者来到山中一睹“神树”真容。

一片山林里，高大的乔木正结出核桃般大小的绿色

果子。“这就是野生中华神经酸树，也是当地群众所说的

蒜头果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教授杨宇明解释，

由于对气候、土壤的特殊要求，全世界野生蒜头果树仅零

星分布于我国云南的广南县、富宁县和广西西部石灰岩

地区，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过去，当地群众利用蒜头果榨油食用已有上百年历

史。近年来，随着科研人员深入研究，蒜头果的经济和生

态价值被不断挖掘出来。如今，蒜头果树已在广南县回

归栽植 2.4 万亩，曾经隐匿深山的珍稀濒危植物，正成为

当地推动石漠化治理、发展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助农增

收的“幸福果”。

濒危珍贵

记者沿着乱石凸起的山路一路攀登，来到一棵野生

蒜头果树下，有十米来高，枝叶繁茂。

拖董村村民说，因为树的果实和蒜头长得很像，蒜头

果便有了这么个接地气的名字。

“不过它和大蒜可没有关系。”云南省林草科学院油

茶研究所所长陈福介绍，蒜头果树属铁青树科，是我国特

有的单属单种双子叶植物珍稀濒危孑遗植物，属国家极

小种群保护物种。2012 年蒜头果被列为《云南省极小种

群物种拯救保护紧急行动计划》重点保护对象，在 20 个

保护物种中排名第 11 位，在木本植物中排名第 1 位。

作为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古老物种，蒜头果固

有的生物学特性不利于种群的发展，再加上当前环境因

素使得蒜头果的生长和天然更新较慢。

“根据我县林业部门 2021 年 2 月的普查情况，广南县

境内分布有胸径 5 公分以上野生蒜头果树 38215 株以上，

年均产鲜果 80 余吨。可以说，广南县是蒜头果树生态分

布中心和资源的遗传、变异中心。”广南县副县长徐钰说。

蒜头果不仅濒危，而且珍贵。

长期从事蒜头果研究的杨宇明教授介绍，近年来，

科研人员从蒜头果油中发现了对人脑神经系统具有极

高特殊保健功效的神经酸。该物质最早是从鲨鱼脑中

分离出来，又名鲨鱼酸，是能促进受损神经组织修复和

再生的特效物质，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蒜头果油中含

有 40%至 50%的 神 经 酸 ，在 所 有 含 神 经 酸 植 物 中 排 名

第一。

科研发现让蒜头果受到市场关注和追捧。而如何保

护和开发这一濒危物种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突破瓶颈

面对蒜头果树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双重压力，如

何做到在保护中发展？

“完成野生蒜头果树资源普查后，首先就是加强种质

资源保护建设。”徐钰说。

近年来，广南县在县域内建设了 4 个保护小区，保

护面积达 1500 亩，保护野生蒜头果树资源 1654 株，在曙

光乡拖董村、旧莫乡岩腊村建成了 2000 亩蒜头果树种

质资源库和优良采种林分，采集建成中华神经酸树种

质资源数据库。为了严格规范果实采收，广南县出台

了蒜头果种子收购保护办法，根据国家保护植物相关

条例和规定，加大了乱采滥伐、抢采盗采、倒卖种子等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要解决蒜头果树的濒危状态，除了加强保护，还要尽

快实现人工培育蒜头果种苗的回归种植，但这并非易事。

“蒜头果苗木培育难度大，移栽成活率低，成为制约

产业的关键技术。”陈福说，通过和科研院校合作，经过多

年技术攻关，蒜头果树种子发芽率提高到 90%以上，大大

降低蒜头果树种苗根腐病发病率，实现当年生苗木高度

达 40cm 以上，达到出圃造林标准。通过遮光率、小拱棚

和温湿度控制，采用嫩枝芽苗砧嫁接解决了蒜头果无性

繁育技术。

走进广南县莲城镇岜夺村的苗木小镇，在一片大棚

里，记者看到一株株蒜头果幼苗长势喜人。云南贝木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伙国富介绍，公司通过和油

茶所开展种植技术成果转化，组建成立广南县蒜头果产

业联合总社，建成 100 亩苗木培育基地，实现年产 200 万

株蒜头果幼苗，标志着蒜头果种苗走向了市场化、规模化

生产，也为蒜头果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价值凸显

“这几年蒜头果的价格很好，我家有 200 棵树，一年

有 3 万多元的收入。”旧莫乡岩腊村村民张家成告诉记

者，他准备在自家山林里多种一些树。

“旧莫乡是广南县野生蒜头果树保有量最多的乡

镇。”旧莫乡党委书记陈锡树表示，根据最新普查结果，全

乡共有野生蒜头果树 10111 株，年均鲜果产量约 100 吨，

每年为群众带来 400 万元收入。“我们还大力扶持村民和

合作社，今年全乡新种树 6000 亩。”陈锡树说。

除了经济价值外，蒜头果带来的生态价值也很凸显。

广南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海祥介绍，广南县是云

南省石漠化严重地区，植被恢复及造林难度大。而蒜头

果树耐瘠薄、主根发达、喜钙、喜石灰岩山地、耐寒耐旱，

成为石漠化治理的高价值首选树种。

自 2017 年以来，广南县依托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

退耕还林、陡坡地生态治理等重点生态建设项目，有规模

有组织地栽植蒜头果树。截至目前，全县完成蒜头果树

回归栽植 2.4 万亩，以前一望无际的荒山、石山正变成一

座座青山和“金山”。

目前，广南县依托云南省林草科学院油茶研究所、西

南林业大学等多家科研医疗机构，开展绿色生物大健康

产品研发，建立了“中华神经酸树技术开发中心”等国家

级、省级创新平台，系统开展蒜头果树资源保护与开发利

用研究。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利用广南的蒜头果树资源优

势，在资源保护、种苗培育、基地建设、产品研发、精深加

工等各个环节进行高标准谋划和定位，辐射周边建成

100 万亩中华神经酸树产业基地，打造生物资源大健康

产业，实现环境建设、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效益有机统

一。”徐钰说。

没想到没想到，，珍稀濒危植物蒜头果树竟能华丽转身珍稀濒危植物蒜头果树竟能华丽转身，，从单纯被人呵护到从单纯被人呵护到

让石漠化地区让石漠化地区““点石成金点石成金”；”；没想到没想到，，互花米草形成的那片绿油油互花米草形成的那片绿油油，，竟是竟是

湿地生态湿地生态““杀手杀手”，”，差点让候鸟迁徙差点让候鸟迁徙““加油站加油站””遭遇灭顶之灾遭遇灭顶之灾，，进而危及当进而危及当

地旅游产业发展地旅游产业发展。。

两个两个““没想到没想到”，”，源于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源于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大自然大自然

因多样而多彩因多样而多彩，，因单调而无趣因单调而无趣。。如果每一种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如果每一种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保护保护

生态和富民增收就容易两相宜生态和富民增收就容易两相宜，，绿水青山也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也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而而

如果变成了如果变成了““单打一单打一”，”，不仅是种生态灾难不仅是种生态灾难，，也会丢掉许多高质量发展的也会丢掉许多高质量发展的

良机良机。。

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我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野生

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动物数量不断增加，，野生植物群落更加丰富野生植物群落更加丰富。。比如在陕西比如在陕西，，红豆杉红豆杉、、独独

叶草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更好保护叶草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更好保护，，让秦岭这座让秦岭这座““生物基因库生物基因库””品品

牌越擦越亮牌越擦越亮。。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有些改善还只是局有些改善还只是局

部的部的，，不少地方的生态环境依旧脆弱不少地方的生态环境依旧脆弱，，自然资源的基因库作用还自然资源的基因库作用还

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花独放不是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百花齐放春满园”。”。生物生物

多样性是地球这个大家庭的重要物质基础多样性是地球这个大家庭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也是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如果一片如果一片

水域只有各类养殖场水域只有各类养殖场，，一处森林只有一处森林只有

一种植物一种植物，，将是多么令人遗憾将是多么令人遗憾。。

19811981 年年，，科学家历经波折才在陕西省洋县找到濒临灭绝的科学家历经波折才在陕西省洋县找到濒临灭绝的 77

只朱鹮只朱鹮，，4040 年后全球的朱鹮数量已经达到年后全球的朱鹮数量已经达到 70007000 余只余只，，栖息地面积栖息地面积

也由不足也由不足 55 平方公里扩大到平方公里扩大到 11..55 万平方公里万平方公里。。在为朱鹮劫后余在为朱鹮劫后余

生生、、繁衍壮大而欣慰时繁衍壮大而欣慰时，，也也““细思恐极细思恐极”：”：假如朱鹮当年像野生假如朱鹮当年像野生

华南虎一样消失殆尽华南虎一样消失殆尽，“，“翩翩兮朱鹭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来泛春塘栖绿树””的意的意

境今日如何得见境今日如何得见，，后人面对照片又将怎样扼腕叹息后人面对照片又将怎样扼腕叹息？？

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大破坏中独善其不可能在大破坏中独善其

身身。。有些地方走过先污染后治理有些地方走过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弯路边治理边污染的弯路，，

生存条件大为降低生存条件大为降低，，各类动植物也销声匿迹各类动植物也销声匿迹。。破坏环境破坏环境

挣了一块钱挣了一块钱，，恢复环境却需要花十块钱恢复环境却需要花十块钱。。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这

句话从战略高度为我们指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句话从战略高度为我们指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

间的关系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要登山你为什么要登山？”？”有登山爱好者的回答堪为有登山爱好者的回答堪为

经典经典，“，“因为山在那里因为山在那里”。”。不过不过，，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征服的时代已经过

去去，，和谐的场景正在到来和谐的场景正在到来。。如果有人要问如果有人要问““你为什你为什

么要保护环境么要保护环境”，”，套用刚才那句话套用刚才那句话，，答案或许是答案或许是““因因

为大自然就在那里为大自然就在那里，，这里和那里本是一家这里和那里本是一家”。”。

大 自 然 因 多 样 而 多 彩大 自 然 因 多 样 而 多 彩
杨开新杨开新

四川峨眉山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孕育了

四川峨眉山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孕育了

很多特有的珍稀植物

很多特有的珍稀植物，，峨眉槽舌兰便是其中之一

峨眉槽舌兰便是其中之一。。（（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墨 色 的墨 色 的

头头、、洁白的眼圈洁白的眼圈、、

橘红的蹼⋯⋯初秋的橘红的蹼⋯⋯初秋的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然保护区，，苇荡曳曳苇荡曳曳、、水波粼粼水波粼粼，，

黑嘴鸥觅食的身影时不时就会出现黑嘴鸥觅食的身影时不时就会出现。。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委会高级工程师赵亚杰说委会高级工程师赵亚杰说，，黑嘴鸥对繁殖地黑嘴鸥对繁殖地

的选择极为苛刻的选择极为苛刻，，是湿地生态环境变化的指是湿地生态环境变化的指

示物种示物种，，有有““湿地精灵湿地精灵””之称之称。。

黄河三角洲横跨黄河三角洲横跨 22 条鸟类迁徙通道条鸟类迁徙通道，，是是

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栖息地和繁殖地栖息地和繁殖地。。

在它的庇护下在它的庇护下，，候鸟顺利完成生命的迁徙历候鸟顺利完成生命的迁徙历

程程。。可以说可以说，，这片生机盎然的滩涂是候鸟迁这片生机盎然的滩涂是候鸟迁

徙徙““加油站加油站”。”。

近年来近年来，，一种叫做互花米草的外来植物一种叫做互花米草的外来植物

威胁着这片威胁着这片““鸟类国际机场鸟类国际机场”。”。原产于美国东原产于美国东

海岸的互花米草海岸的互花米草，，有消浪护堤有消浪护堤、、促淤造陆的功促淤造陆的功

能能，，具有极强的耐淹具有极强的耐淹、、耐盐和繁殖能力耐盐和繁殖能力，，而且而且

没有天敌没有天敌，，在入侵地快速蔓延在入侵地快速蔓延。。

““互花米草增速较快互花米草增速较快，，严重威胁本土动植严重威胁本土动植

物生存物生存，，影响海岸线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影响海岸线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

称得上湿地生态称得上湿地生态‘‘杀手杀手’。”’。”东营市海洋发展研东营市海洋发展研

究院院长王进河说究院院长王进河说，“，“最明显的是鸟类栖息环最明显的是鸟类栖息环

境质量恶化境质量恶化，，危及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危及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这一片绿油油的互花米草看着很漂亮这一片绿油油的互花米草看着很漂亮，，

但其实是一片绿色沙漠但其实是一片绿色沙漠。。在没有被互花米草在没有被互花米草

侵占的滩涂上侵占的滩涂上，，底栖生物的洞口大大小小的底栖生物的洞口大大小小的

遍地都是遍地都是，，但在互花米草草丛里却几乎看不但在互花米草草丛里却几乎看不

到洞口到洞口，，这说明米草分布区的螃蟹这说明米草分布区的螃蟹、、贝类等底贝类等底

栖动物大幅减少栖动物大幅减少。”。”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

究所副研究员谢宝华说究所副研究员谢宝华说。。

互花米草入侵还让这片保护区的特色景互花米草入侵还让这片保护区的特色景

观观““红地毯红地毯””遭了殃遭了殃。“。“它导致了它导致了‘‘红地毯红地毯’’植物植物

盐地碱蓬的严重退化盐地碱蓬的严重退化，，如果不及时控制米草如果不及时控制米草，，

局部区域的红地毯景观可能会全部消失局部区域的红地毯景观可能会全部消失。”。”王王

进河说进河说。。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互花米草入侵对渔业影响也互花米草入侵对渔业影响也

很大很大，，在连片的互花米草区域在连片的互花米草区域，，体型较大的经体型较大的经

济型贝类和沙蚕的种类和数量均大幅降低济型贝类和沙蚕的种类和数量均大幅降低。。

保护保护，，刻不容缓刻不容缓！！

自自 20162016 年以来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

研究所联合东营市政府研究所联合东营市政府，，依托黄河三角洲滨依托黄河三角洲滨

海湿地生态试验站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展互开展互

花米草入侵机制与治理技术科研攻关及工程示范花米草入侵机制与治理技术科研攻关及工程示范，，治理成效显著治理成效显著，，为推进黄为推进黄

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科技支撑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科技支撑。。

20202020 年年，，东营市开展了互花米草治理实验项目东营市开展了互花米草治理实验项目，，用用““刈割刈割++围淹围淹””和和““刈刈

割割++翻耕翻耕””等方法治理等方法治理 38003800 亩亩。。今年今年，，东营市全面启动互花米草治理东营市全面启动互花米草治理，，力争力争

到到 20222022 年基本完成互花米草治理工作年基本完成互花米草治理工作。。

““经过多年科研攻关经过多年科研攻关，，我们成功探索出适宜不同滩涂环境的互花米草治我们成功探索出适宜不同滩涂环境的互花米草治

理技术体系理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副所长韩广轩说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副所长韩广轩说，，该技术体系该技术体系

以物理防治为主以物理防治为主，，对环境扰动小对环境扰动小，，治理后有利于本地物种恢复治理后有利于本地物种恢复。。韩广轩团队韩广轩团队

还研发了潮间带简易高效的生态围堰工程技术还研发了潮间带简易高效的生态围堰工程技术，，开展机械化工程治理实践开展机械化工程治理实践，，

在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建立了在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建立了 100100 亩互花米草治理示范区亩互花米草治理示范区，，这也是我国北这也是我国北

方面积最大的互花米草治理示范区方面积最大的互花米草治理示范区。。

““连续连续 55 年的跟踪监测表明年的跟踪监测表明，，示范区内没有再出现互花米草示范区内没有再出现互花米草；；同时由于同时由于

示范区内营造了浅水生境示范区内营造了浅水生境，，本土海草得以自然恢复本土海草得以自然恢复。”。”韩广轩说韩广轩说，，当互花米草当互花米草

治理目标基本完成后治理目标基本完成后，，就要建立预警监测体系就要建立预警监测体系，，以防为主以防为主，，以治为辅以治为辅。。

与外来入侵物种的整治和防范工作同步推进的与外来入侵物种的整治和防范工作同步推进的，，是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是当地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实践性的实践。。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黑嘴鸥的三大繁殖地之一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黑嘴鸥的三大繁殖地之一，，因其因其

对繁殖环境的特殊需求对繁殖环境的特殊需求，，黑嘴鸥的繁殖成功率极低黑嘴鸥的繁殖成功率极低。。为拯救这一濒危物种为拯救这一濒危物种，，

保护区根据黑嘴鸥的繁殖需求保护区根据黑嘴鸥的繁殖需求，，实施了黑嘴鸥栖息地保护改善工程实施了黑嘴鸥栖息地保护改善工程，，为其繁为其繁

育后代提供场所育后代提供场所。。同时同时，，保护区也开展了湿地恢复工程保护区也开展了湿地恢复工程、、生态补水工程生态补水工程、、鸟鸟

类栖息地改善工程等类栖息地改善工程等。。20202020 年至今年至今，，黄河三角洲累计生态补水黄河三角洲累计生态补水 33 亿多立方亿多立方

米米，，保护区逐步走向陆海统筹保护区逐步走向陆海统筹、、河海兼顾河海兼顾。。目前目前，，保护区内观测保护区内观测

鸟类由鸟类由 19901990 年建区时的年建区时的 187187 种增至种增至 371371 种种，，其中其中 3838 种鸟类数种鸟类数

量超过全球总量的量超过全球总量的 11%%。。保护区每年观测到的迁徙保护区每年观测到的迁徙、、越冬越冬、、繁繁

殖的鸟类达殖的鸟类达 600600 万只万只。。

““海洋是东营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海洋是东营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坚决遏制外坚决遏制外

来物种入侵趋势来物种入侵趋势，，保护海洋生态系保护海洋生态系

统稳定统稳定，，既是东营海洋生态文明既是东营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黄河三角洲也是黄河三角洲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求。”。”王进河说王进河说。。

右图右图 在陕西省洋县龙亭镇梁河村一处密林里在陕西省洋县龙亭镇梁河村一处密林里，，

一只成鸟朱鹮为幼仔喂食一只成鸟朱鹮为幼仔喂食。。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明明摄摄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科研人员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科研人员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发现一处大面积的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区发现一处大面积的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

赵明旭赵明旭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珍稀濒珍稀濒

危植物铠兰危植物铠兰。。

毕毕 争争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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