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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批须弥扇叶芥、鼠麴雪兔

子种子，被送入位于昆明的中国西南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精心保存。今年 8 月

到 9 月，中国科学家在珠穆朗玛峰 6200
米地带采集到它们，刷新了我国采集植

物种子的最高海拔纪录。

昆明北郊苍翠的密林中，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中国西南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所在的四层楼房看上去很

普通，但它却是野生珍稀濒危植物的

“家园”：这里已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总数的三成

多。

“生命之舟”

“一个物种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

一个基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盛。”已

故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

镒生前曾发出感慨。

专家说，袁隆平院士培育的杂交水

稻的基因源自野生稻。中国西南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主任李德铢说，野生稻的

命运却令人担忧：以云南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云南 26 个地方还有野生稻居

群，现在 24个地方已没了它们的踪影。

1999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吴征镒院士提出要尽

快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他的呼

吁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2004年开始建设，2007年开始运行。

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

“世界花园”“物种基因库”的云南，生

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李德铢说，把种质

资源库建在云南，就是因为云南生物资

源丰富。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在生物产业中

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国际上对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高度关注，尤其是对野生植

物的收集保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副主任于富强说，这里的种质

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85046
份，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总数的 36%，

使我国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及具有重

要经济、生态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

全得到有力保障。它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重要设施之一。

抢救性收集和贮存种子、保存濒危

动植物遗传材料……种质资源库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懈努力。“这里是种

子的家和生命之舟，只要这里安全无

恙，就足以让这些野生珍稀植物免遭灭

绝的厄运。我们的目标是保存种质资源

1.9 万种、19 万份。”李德铢说，“我们

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机构会不定期交换

备存种子，这对全球种质资源的安全十

分必要。”

种子保护的70多道关

珙桐、华盖木……在种质资源库的

冷库里，珍贵的种子安静地“住”在

“玻璃罐家里”，处于休眠中。进入冷库

程序严格，要经过两道门，一个缓冲

间，以避免潮湿空气对流进入。

一粒种子入库也不容易，要遵循

“3E”标准，即濒危（Endangered）、特有

（Endemic）、 有 经 济 价 值 （Economic）。

其中，“特有”不光指中国特有，更重

要的是狭域特有。遵循这一标准，国家

一、二级珍稀濒危植物，如喜马拉雅红

豆杉、巧家五针松，中国特有云南金钱

槭、滇桐等被优先保存。

但满足 3E原则还不够，种子还得经

过 70多道关。从采集开始，种子的闯关

之旅就开启了。

从沙漠戈壁到热带雨林、从世界屋

脊到三江平原……种子采集员的足迹遍

布各地。为保证遗传多样性，同一种植

物，研究人员要在不同的生长地点采

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种质

保藏中心主任蔡杰说，一般每种植物采

集保存 10000粒种子，最少 2500粒。

种子采集过程充满风险。一次，蔡

杰和同事在广西采集种子。挂满果实的

枝条被剪下后，大家下意识用手去接，

顿时剧烈的刺痛感顺着手背、胳膊直到

心脏，大家尝试用肥皂水洗，甚至用上

了尿液，都无法缓解疼痛。几天后，毒

性减弱，刺痛感才消退。

“这种植物叫火麻树，荨麻家族一

员，果实上的刺毛含有一种叫‘金皮肽’

的毒素，会引发人体剧痛。”蔡杰说，

采集种子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也更新了

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很多物种，如果在

我们尚未认识和发现时就灭绝了，那是

多大的遗憾啊。

常温下，普通种子最多保存一至两

年，为延长种子的寿命，要利用低温、

干燥等方式。因此，采回的种子要经过

多道质量控制程序，才能入库保存。

在种子清理室，记者看到，科研人

员把种子倒入分离机，饱满的种子落下

来，空瘪的种子被吹到一边。科研人员

还会随机抽取部分种子进行 X 光拍照，

种子是饱满还是空瘪，一目了然。分拣

留下的健康种子继续被清理、质检、计

数等。“有些种子很小，如濒危的兰科

植物种子，一颗就几十微米长 （1 毫米

等于 1000 微米），干燥和计数都难。干

燥间有静电，种子会吸附在称量仪上，

很难取下，为避免损失，我们抽取部分

称重，得出平均重量，再通过称总重确

定种子粒数。”种子管理员秦少发说。

计数后，种子会被再干燥，在温度

15 摄氏度、相对湿度 15%的环境中，种

子被放置一个月左右。蔡杰说，种子含

水量降到 5%至 7%，在低温、干燥下，

种子进入“休眠期”，基本达到进入冷

库的条件。“如含水量过高，水结冰膨

胀，导致种子内的细胞受损，种子寿命

就会减损。”

经过密闭容器分装后，种子进入

“冬眠”套房——零下 20 摄氏度的冷

库。在这里，种子可存活几十年甚至上

千年，棉花种子“睡”6 万年后，活力

才会降到 10%。

打开冷库门，寒气扑面而来。架子

上整齐摆放着玻璃瓶，种子按体积大小

入瓶，再放进密封罐。瓶子上的条码，

标明种子入库位置和种质信息。每个物

种的种子被分为两份，分别存放在备份

库和活动库中，前者永久保存，后者做

萌发试验。“每隔 5 年或 10 年，我们会

抽样进行萌发实验，看看种子是否还有

活力。”种子萌发管理员杨娟说。

种子就是希望

沉睡于此的植物种子被悉心呵护

着。而通过体视镜将种子的形态拍摄

后，合成形成立体的图像色彩鲜艳，形

状奇异，像一个个外星生物，引发人们

的关注和好奇。

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库建立了一个由国内数十家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和自然保护区参与的种质资源

采集网络，并制定了采集规范和标准，

重点采集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物种

等野生植物物种。

生物种质资源的极速丧失，也促使

世界各国建立各类型种子库。目前，中

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成后，相

当比例的珍稀濒危特有物种的种子已经

入库，种质资源库成为名副其实的避难

所。“当一个物种有灭顶之灾时，我们

就会启用这些保存的种质资源。”李德

铢说。

中国有了不少自然保护区用于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为何还要建种质资源

库？李德铢说，人类只有使保护物种的

手段更多样，保护才更具可靠性。如果

自然保护区遇到了火灾、冻灾、虫害怎

么办？种质资源库就可有效解决天灾和

种质退化问题。

改良现有作物品种，甚至可能突破

物种限制及种间杂交瓶颈，创造出新的

性状或农作物新品种……科学家们畅

想，这些种子未来也许还能上太空，在

一个适宜的星球，重新开创一个新世

界。

科研人员在采集种子时，会详细记

录下采集时间、地点、海拔、土壤类

型、周围环境等信息，并把该植物的

叶、花、果等信息作为凭证一一对应种

子，作为今后生态修复的依据。李德铢

说，种子就是生命和希望。希望通过保

护种质资源，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未来。

·新华社昆明10月7日电·

新华社合肥 10 月 6 日电 （记 者

姜 刚） 玻璃栈道赏景、漂流等水上娱

乐项目接二连三跃入眼帘，狮子、斑马

等数十种动物在秋日下安然自得……国

庆期间，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的

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吸引了不少游

客，他们有的体验水上项目，有的在山

野间驻足拍照留影，尽情享受着长假的

快乐。

三年前，这个“网红”生态旅游景

点还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废弃矿坑。

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公司

以市场化方式对该矿坑进行修复治理，

总投资约 1 亿元，结合矿坑生态功能修

复和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发展等需

求，修复治理矿区面积约 120 亩，2018
年开工建设，2020年竣工。

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林修金说，公司利用修复后

矿坑建设景观项目，将一个废弃的矿坑

打造成水上乐园，并与野生动物世界项

目结合，构建成集生态修复、休闲娱

乐、动物观赏、动物科普于一体的综合

项目，2020 年 5 月对外营业，为当地提

供约 600个就业岗位。

马鞍山市位于安徽东部，横跨长江

两岸，是一座因钢而兴的资源型城市。

随着矿产资源长期开采利用，与废弃露

天矿山相伴的山体裸露、固废堆积、空

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成为城市

生态环境的“伤疤”。

为修复“伤疤”，马鞍山市近年来

积极探索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记

者采访了解到，该市强化矿产资源整

合，合理布局全市矿山企业，高效利用

矿产资源，经整合 （关闭） 后，矿山数

量从 2005 年的 300 余个减少到现在的 43
个。

据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承良杰介绍，该市根据每个矿山的类

型、规模、开采方式和地理位置，科学

考虑生态修复治理的方案和方式。比

如，一些废弃矿山周边生态环境较好、

旅游资源丰富，该市就通过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矿区植被和生态环境，吸引文

旅综合项目，进行旅游开发。

“我们通过边坡治理、台阶植树复

绿、水沟整治等措施，初步完成了废弃

矿山的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在丁山矿

区生态修复现场，马鞍山市晟沃生态修

复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雷说，该

公司通过综合治理和矿坑回填等方式，

利用巨大的废弃矿坑资源有偿收纳城市

建筑渣土，推动自我“造血”。

丁山矿区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其

地质灾害隐患、矿坑酸水治理等备受关

注。2018 年，马鞍山市对在采矿山实施

了关闭，采取 PPP 模式推进矿区生态修

复。雨山区区长沈春霞说，由马鞍山市

晟沃生态修复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

施主体，采用“先治理投入、后收益补

偿”的运营思路，对矿区实施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于 2020 年 3 月

启动，当年 12月通过验收。

“十三五”以来，马鞍山市将矿山

生态修复列为重点工作，强力推动，取

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0 年底，马鞍山市

完成 64 个关闭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完成治理面积 1044 公顷，投入治理资金

近 3亿元。

新华社济南 10 月 7 日电 （记 者

陈国峰） 记者 7 日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获悉，10 月 1 日至 6 日，该公司充电

服务网络充电量累计达 666.20 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 46%。其中，城市内公共

充电站和高速公路快充站充电量与去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36%和 79%，均创历

史新高。

据介绍，自 2010 年以来，国网山东

电力开展充换电技术研究、装备研制和

充电网络建设，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共

建成公共充电站 1642 座、公用充电桩

7277个。

据国网 （山东） 电动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健介绍，公司针对电动汽

车充电使用率高的高速公路快充站进行

了扩容。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公司运营

的高速公路快充站达 193座、充电桩 933
个，充电桩数量同比增长 10.15%，有力

保障了新能源汽车绿色出行。

新华社酒泉 10 月 7 日电 （李国利

邓 孟） 神舟十三号船箭组合体 7日转运

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

解到，10 月 7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与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已

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

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

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神舟十三号近期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这里，种子可活千年
——走进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岳冉冉 周 磊 宋 晨

山东：

国庆假期前6日
高速公路充电量创新高

昔日“千疮百孔” 如今“生态优先”
——安徽马鞍山废弃矿山“变形记”

专访：中国保护海洋的努力令人鼓舞
——访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汤姆森

□ 新华社记者 王建刚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
汤姆森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

时表示，中国保护海洋的努力令人鼓

舞，坚信在“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谈判方面将得到中国的大力帮

助。

汤姆森表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中国厦门着手开展红树林的保护和

恢复种植，并且科学管理海岸带。他对

该做法“印象非常深刻”。汤姆森指

出，红树林是生物多样性的堡垒，与湿

地和海草栖息地一样，对健康的沿海生

态系统至关重要。

汤姆森说，在世界各地，大多数海洋

污染来自陆地上的人类活动。中国越来越

重视从源头加强管控，注重从源头到海洋

的管理，开展有效的海洋污染治理。

汤姆森在 2017年担任第 71届联合国

大会主席期间，主持召开了首届联合国海

洋大会，以期扭转海洋状况恶化趋势，推

动落实有关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他在

当年9月卸任联大主席后即被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任命为海洋事务特使，以推动

落实联合国海洋大会成果，保护海洋及其

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汤姆森在采访中说：“随着气候变

化和海洋状况恶化，阻止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是我们时代的巨大挑战。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生命形式的

减少和灭绝，这种现象正以令人担忧的

速度加速发生。”

“这个星球上的多数生物是水生生

物，它们的家园在湖泊、河流、湿地和海

洋中。像气候变化和海洋状况恶化一样，

我们失去地球生命形式的惊人速度主要是

人为造成的。我们必须停止对自然的‘战

争’，否则就太晚了。”汤姆森说。

谈到对即将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 （COP15） 的期待时，汤姆森说，将

要制定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涵盖范围广泛，这对保护地球生命

至关重要。“根据我在联合国的经历，

我认为中国是多边主义和国际公约执行

的拥护者。因此我坚信关于明年通过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

判将得到中国的大力帮助。”

·新华社联合国10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