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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偏僻、闭塞，通行极端困难．历来鲜有文化人进去研究．直到本世纪 9o年代初，仍有许多科学 

研究的空 白。自 1990年至夸，已 64岁高龄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李恒教授 ，为研究该 区的植物 ． 

克服了极大的工作困难 ，付出了宝贵的身心健康。在野外途中，她摔断了三根肋骨 ；在标本室里．她 

累得多次吐血。她 巨大的工作热情和科学献身精神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 ：采集标本 7075号 、计 3 

万亲份，共鉴定标本 12025号 ．发表新种 49个 ．待发表种子植物新种 尚有 柏 余个，填补 了该区种子 

植物区系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提出对该区、缅甸北部和云贵高原及东喜马拉雅区系现象研究具有普遍 

意义的 “板块位穆生物效应”新理论，首次揭示该区植物区系的性质及其发生 、演化和蜕变过程 ，出 

版 55万字学术专著和两本学刊专集 ，多次在国内外学术界交流。这些成就使她获 1991年竺可桢野外 

科学工作奖和 1995年中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6年，她将 2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贫困的独 龙旗人民， 

叉将于 10月再进独龙江研究生物多样性。在此 ．我们从李教授的工作总结中摘取一段予 发表 ，希 

望能对我们广大青年科 技工作者起到鞭策、表彰的作用 ，同时也为李教授壮行 ．并 祝她安康再创辉 

煌。 

1 确定越冬考察的历史原因 

a 独龙江流域没有 12月至次年6月的标本 ，虽先后有 9次采集 (包括最近的越冬考察)，前 8次 

都在 7—11月采集 ，12—6月．这 7个月全然没有标本。许 多独龙江特 有种都映乏花的描述 ．如俅江 

蜡瓣花 Co~lop~ be眦 l-lu et Cheng，常春木 Merrilliopanax ehinemis Li，独龙五叶参 Pentapox~x nifolia— 

tus Feng，贡山杜鹃 Rhododendron go,,gshanensis T．L M 等已发表 了禳久，越冬考察才补充花的描述。 

外国人 I(i 罾don—Ward到过独龙江，从察瓦龙进^，钦朗当 出境 ，可能采 了一些 种子 ，标本 几乎 

没有记录．在独龙江以下缅境高黎贡山西坡 (上缅甸)和察隅 Deleivalley采 了些标本 ．但已不属觋夸 

独龙江范围。Forrest到过察瓦龙、贡 山县怒江河各 ，也来到过独龙江。可 以说 ．独 龙江标本到今为 

止 ，都是 中国人采的。 

b 关于独龙江的植物资源或生物多样性 ，没有任何专 门文献报导 ，在学术界还是一块空 白地， 

新近出版的巨著 (横断山区维管植物)虽然列举了贡山县的物种．事实上包括了独龙江，但因本书分 

布记录到县为止，独龙江是贡山一个乡，其植物名称不能明确在本书中显示 ，也不 能认为贡 山有的种 

就等于独龙江有，要知独龙江这一关键地 区有那些植物 ，还是无从查询。 

e 地理环境要求：独龙江和怒江分永岭高黎贡山海拔 3000m以上 ．自 11月到翌年 7月为积雪覆 

盖 ，!一 月间积雪埋没冲杉林 、电线杆 ，茨开到独龙江的人马驿道 自然关 闭，要研 究独 龙江植物区 

系．必须茯得全年的植物资料，仅根据7—11月的采集资料是无法作出对这一区幂全面评价的，要获 

得上半年的标本 ．必须在积雪封山前 (11月)进人独龙江，离开它就在积雪消融之后 (6—7月)，中 

途结束考察不可能。我们 6月 5日离村 ．东西哨房间积雪并未融化，是县政府组织 的一支扫雪队，花 

了一周时间，用炸药把路上的雪炸开 ，行装标本在西坡用人力背 ，东坡 由马帮接 ，在 丫口交接 ．这才 

走 了出来。 

2．考察队的艰辛 

2 1队伍的组织 

考察地区环境艰苦 ，时间要 7—8个月．组织队伍相当困难。越冬考察 队4人 ，其中专业人员 2人 

(正值花甲之年的李恒 ．她的研究生黄锦岭)；绘图员杨建昆，植物所掘 出所所长潘福根。此外 ．怒江 

农牧局局长高应新负责接送等大量组织工作。进人独龙江的为昆明植物所 4人。我本人 11月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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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日病重住委实卫生院 ．出院后卧床一周 (12月 11日)才能坐立。这一病历时半个月，失去了野 

外工作的大好时间 (没有大雨)，此时军 ，tL,涣散，植物所来 电催 归．队员坚持到底的信一tL,动摇 ．怕毒 

蛇毒虫和怕瘴气。1月 8日，一位骨干队员被马鹿虱子慢袭 ，精神崩溃 ．要求取道缅 甸回所 ，自此长 

期不去野外 ，在 巴坡痒养病。3月 1日，第一声春雷响起 ，毒蛇出恫 ，每 日大雨倾盆 ，给队员上山采 

集增加了严重的精神负担。由于主力 队员养病 ，室内登记 ，鉴定压制烘烤标本和整理包扎标本工作十 

分繁重。独龙族青年带路 ，上树采标本是能手 ，砍柴 、措帐篷 、拽水，勇敢勤劳 ，但很不习惯室内工 

作，例如烤标本，休走．他就决不留在火炉旁。我们标本4次失火，烧了不少，两次差点烧了公房。 

2．2采集工作困难 

从独龙江上游到下游 ，迪正当、龙元 、孔当、巴坡 、马库、钦朗当是独龙江乡的 5个村政府所在 

地。总驻地是巴坡 (乡政府所在地)，根据我们 的走路能力，从 巴坡 向北走到迪正档要 3天 ，向南走 

到钦朗当是两天。11月 一1月 四个人，分成两队，从北到南跑 了一遍；从每个点上采到 积雪下线 ， 

最高到海拔 ~O00m，共得标本 4I]1号。2月 1日大雨大雪 ，即梅里雪 山中日探 险队遇难之时 ，我们一 

十支队正好在孔当山上 2000m处的岩洞里，一时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大家缩在一起烤 火 ．计捌再上 

去采一些标本 ，但等到天明 润 口积雪厚度已逾一米，幸带路人英明．抱起行李就往下冲．半天之后 

回到了孔当，回头 再也没有路了。到我们离开独龙江时，中上游 2000m的地带仍在积雪 。2月 1日 

的雨雪，一直不停地延续到 2月6日。整个 2月大 雨 20天 ．阴雨 3天。1991 2 14日中午 ，久雨转 

晴，这是除夕，考察 队带着喜悦外出采集 ．在盂当江边 ，扬建 昆见到江岸一颗大树 R丑n凼丑waIlic~i有 

果实 ，欲爬树去砍标本，不幸一脚踏在大树下悬空 的灌丛上，手上仅抓住大树一根细枝条 ，这是高 

30m的侵蚀阶地．悬崖下面是咆哮湍急的江面，掉下 去，就无 打捞 的可能。形势万分火急 ，我当即递 

给他一根木棍，想拖住他 ，可是根本无济于事，我高声呼叫，一十猎人 闻声，排山倒海似 的冲过来， 

投掷扬建昆一根绳索 ．杨建昆死拉住绳索不松手，他得救 了。这件事下午被电话采访的记者在 (来 自 

独龙江的声音>中报告，昆明家属纷纷来电话打昕慰问，亲人的牵挂勾起了游于思乡之情。年轻人每 

次听到妻子、儿子来电话 ，都要先哭一阵 ，对话时强怍高兴 ．挂上 电话后 ，不知哭过多少改。 

15日春节 ．又是一个晴天，我们艘假四天 在家烤标本不外出 这么一个佳节 ，考察队无心买年 

货 ，也无年货可买 ，尽 自己所有煮了一锅饭 ，菜是花生米 、海带 、黑大头 (酱菜)，还有腊肉，乡亲 

们给了我们一点鲜猪 肉、鸡蛋，为了压惊 ，我们用从昆明带来的已经发霉的面粉包 了饺子，拿到对面 

的河滩上去野餐 ，这是我们的年饭 。 

第二轮采集始于 3月 ，3月 1日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独龙人说春雷一 响毒蛇出洞 ．事实也如此， 

这时路上 、树上、草丛 中处处都可能有毒蛇，几乎每年都有 1—2人死于毒蛇 ，早蚂蝗遍地皆是 ，马 

鹿虱子对人造成严重威胁 咬上了，头埋在肉层作怪 。我们时时带着蛇药．走路进树林竹棍先行 ，因 

为蛇听到竹棍声就会跑开 ，蚂蝗则相反 ，一有风吹草动，便蜂涌而至 ，爬进内衣裤里 ，钻到头发里 ， 

耳朵里，轻轻地吸着你 的血，一般在野外 ，要等血流出来才能发觉 ，回到宿营地 ，每天要脱下衣服来 

检查。真正给考察队造成损失的是马鹿虱子。一月中，一位年青趴员被袭击 ，回到昆明就医 4个月后 

才恢复健康。3月 9日晚 ，在钦朗当我胸部半夜被咬，当时用盐 巴揉搓致死 ．然后用 刀片划开伤 口， 

将昆虫垒身一次取出，才免于危害。 

3月、4月 、5月分别有晴天7、4、6天。给转点和野外作业都带来巨大困难 ，独龙江降雨强度之 

大和每次降雨持续时间之久是云南任何地区都不及的。这一时期 ，我们除重复跑南北两头外，还要跟 

踪雪线的后退．上 山采雪缘植物的标本．许多杜鹃、兰花都在冰缘地带找到的。我们跟琏猎人到冰雪 

中去摘取大树杜鹃和革叶杜鹃 (这些杜鹃树的主干都埋在雪中，树冠则花朵盛开)，了解 电线杆位置 

方向的电线工去林海雪原找滇藏木兰MoSu~ia ca呷b出 和大村上的跗生植物等等。 

4月初 ，第二次向北方迪正档进发，这是一次大规模 的行动 ，用了 20个 民工 ，搬运物资，来回行 

程20余天，雨从 4月 1日开始到 8日尚未停息，民工不肯走，沿途泥石流．还有山上下落的飞石给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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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人都构成严重威胁，但雨何时才能停下来，不知道。7日和 队员、民工商量 ，决定 8日早晨 冒雨 

成行，沿途标本也得采。路边重楼 、天南星 、附生杜 鹃、十萼花 、领春木等正开花，当然不能放弃 ， 

第一天黑夜到孔当，饥寒交迫 ，各人全身元一根干纱 ，全都拧出水来 ，行李也湿透 ，这一晚就围在火 

边烤衣服和被子 ，潘福根内衣上的蚂蝗成堆，血把衣服染红了。第四天从龙元到迪正挡 ，有一段路常 

年有飞石侥人 ，村干部和村 民都力阻不要前往 ，队员们也动心了，劝我、威胁我 ，总认为石头砸死谁 

都不好交差 ，这时我就使用队长权力 ，决定不改变计划 ，请马帮和队员快速先行 ，请独龙族阿朋陪我 

精选采标本 ，下午四点我们到达迪正挡时 ，先遣部队已把饭做好 ，生起熊熊烈火烤衣服 了。这一段险 

路正是温带和亚热带森林 的分界线，向北 ，地带性植被为针叶林 ，乔松林从河谷分布到树线 ；向南是 

亚 带常绿阔叶林 ，乔松为喜马拉雅所特有 ，在我国仅见于藏东南和云南的独龙江上游。 

在迪正档老天赐蛤我们 2个晴天和2个阴转小雨天气 (迪正挡气候与西藏接近)我们又从迪正档 

分兵两路过 吊桥 ，滑溜索到了克劳洛上游南代和麻必洛中游恰 巴扎营、采集 ，对独龙江植物区系的南 

北差异有了一定的认识。 

四月末 ，这支考察队又冒雨回到了巴坡。 

尽管全队苦苦拼搏，3—5月各路兵马采集的标本总和也不过 3000号，雨季采集效率实在高不了。 

2．3独龙江的食宿交通 

交通 独龙江交通闭塞 ，独龙江区与县城之间，横亘着高黎贡山。1968年惨通了一条穿越高黎 

贡山的人马驿道 ，但每年 1／2的时间积雪封山，独龙江党、政、军、民一年所需的 400多万斤的物资 ， 

都集中在 6一l1月 (融雪期)驮运进去 ，考察队是 1990年最后利用这条驿道的人马，贡山县内马帮有 

限 ，考察队进去，除贡山县的全部马匹外 ，还 由维西 、察隅支援了一部分，一共用 马 48匹，驼着行 

李 、帐篷 ，8个月用油 、粮、干菜 ，全部有关图书资料 ，采集工具和纸张，还有在独龙 江社交必备的 

烟和酒 行程三天，第一天措普拉河行进，住高黎贡山东坡期其，第二天住东硝房．期其和东硝房都 

是政府修建的季节性驿站 ，可供行人避风遮雨 、煮饭和住宿 ；第三天由东 哨房 翻过 3940m的垭 口直奔 

独龙江的巴坡 ，这一天的路程相当于前两天之和还多半天 (由哨房到西哨房)，加上下坡路 ．路遮甜 

我们来说 ，过长也过难。中午饭过后 ，马帮先行 了，考察队员一步一趋在后面追 ，天黑到 巴坡 ．连 

年轻的小伙子也站不住 ，倒下就睡了。 

回程是雨季 ，队员身体条件下降 ，分四天行程，独龙江本身投有马帮 ，乡政府养着两匹马 ，冬天 

放进远远的山林中去养膘了，直到 6月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乡长才让小王 (秘书和带马的通讯员)找 

回来 ，让我和潘福根骑着去雪 山，扬建昆随着 100多个背标本行李的民工大军先上路 ，我们跟着两匹 

马走在后面，到 了西哨房 ，马不能过冰雪，折头回去了。第一天途中大雨，我们且走且停 ，晚上住石 

拱桥山坡上的岩洞 ，大队人马分散扎营，第二天在垭 口与县政府派来接应的干部和民工汇合 ．独龙人 

把东西送到东哨房时返 回，贡山人马把行李接过去下了贡山，我们第二天住东哨房 ，第三天住期其 ， 

在东哨房至期其途中，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当即昏迷，苏醒后，因疼痛不堪，身子不能转动，但仍然 

爬上马背继续下山，第四天回到贡山。 

在独龙江境内的全部采集行动、转点、进山林中，都靠独龙旗民工协助。冬天有一段晴朗天气， 

这是独龙 江人的农忙季节 ，他们要烧 山，清理火烧地 ，为一年的栽种作准备。他们要砍柴 ，这时要积 

累全年的烧柴，全雪的劳动力大都吃住在 山野 ，村子里多为儿童和失去劳动力的老人 ，找 民工和 向导 

很难，进村后筹备了一周，南下北上的采集组才成行，帮我们背标本、行李的是多长的儿子 (在家等 

待参军)，邮电所的邮递员 、小学老师 、高小学 生，我1『丁从巴坡到上游的迪正挡要走 四天 ，到下游钦 

朗当要走两天 ，每到一站，一般是村长、会计 、护林员带路、背标本、烧柴。 

雨季来 了，农忙过去了，找民工更难 了。一因独龙人衣杉单薄 ，农 民基本上没有换洗衣服 淋湿 

了就得立即随身烤千，淋雨比鞍麻烦；再因独龙族的钞票观点溃薄，对找工赚钱没有要求，尽管多政 

府为他们规定了较高的劳务费2O—30元一天还提供吃住．他们并不积极出工，成天坐在火堂边，烧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8卷 

包谷、烧土豆 ，有酒就喝酒 ，而且一旦有了钱，不是买盐 巴就是 买酒 ，有 了酒 ，全 家共同喝．出 了 

门，凡是 见到人就一起喝，喝完方休 如果不是政府作主，外人给他们报酬往往不接受 ．每一次转移 

行动，都要乡、村政府三番五次的组织和动员，才能成功，没有他们的支援 ，采集队寸步难行。 

长期的客座队员是乡政府 的通讯员阿簿、邮电所的一个失学青年 (没有上小学 )的阿朋 ，林业站 

的会计小余，他们生长在独龙江的文化中心巴坡，观念 比较新式，对我们的工作比较理解 ，他们上树 

采标本，在深林中排陈猎人的陷阱 (扣子 )，在冰雪 中探险，安排宿营地 ，砍柴举篝火 ，驱 蛇，找水 

作饭 ，都是他们的活儿，我把他们的功绩写在书中，以传给后来人 。 

对我们来说，独龙江的藤蓖吊桥和溜索令人胆寒，支流上的独木桥 和悬崖上的天梯也会带来危 

险，时间长了，也是不得 已，最后都适应 了，山大 、坡陡是每人每天的锻炼 ，不管天晴还是下雨 ，只 

要去采集 ．无不汗流如注。 

住 考察队长期驻地是 巴坡—— 乡政府所在地，我们租用了三间公房 ，木架结构 ，石棉瓦 ，有 

火房可以烤标本 ，无论南来北往，考察队总有一个队员和 1—2个 民工留在这里 ，一 为看管 自己的物 

资；二是制烤标本，远近采集的标本都要送到这里来压制 、烘烤 ，采集队走九了．还要从这里得到生 

活物资补给。 

86个纸箱的干标本是从这里登记、鉴定、烤干和包装的。 

“独龙江种子植物名录初稿”(当时含 160科 1621种)，34个新种的描述，18个独龙江特有种的补 

充描述均是在这里的烛光下写成 。 

巴垃住地对考察队的困扰是老鼠，灯一黑 ，老 鼠太如猫 ，四面八方而来 ，翻箱棚柜，抢菜饭咬墙 

壁 ，吃标本 ，上床下地 ，目中无人，我们每人床上都摆着竹竿 ，以便随时驱赶。 

其次是漏雨，外面一下太雨，屋内就下小雨，床铺要挪动，睡下去要盖塑料布．第二天起来，衣 

服 被子 往往湿 透 。 

在野外住帐蓬岩洞时．又是一番情景 ，找水难 ，找烧集也难 ，出门人五湖四海均一家．打猎的、 

找莱的、烧山的同吃同住 ，这时还可以吃上独龙族找来的木耳和野菜 。 

吃 吃不上青菜是考察队最大的苦难，独龙族农民很少种菜，种了的也不够自己吃．冬天基本 

上不吃菜 ，我们事先了解这种情况 ，带了许多菜籽，准备 自种 自吃 ，也教独龙族种，我们进村第一件 

事就是种菜 ，乡长指定我们 的菜地是在河边 ，潘福根腺草整地 ，辛苦了好几天 ，菜种下去了，也长了 

出来 ，可一颗菜也没吃上 ，都被猪和鸡吃掉 了。我们没有力量砍树作围篱 ，最后把全部种子送给了派 

出所 ，他们也没种。自此 ，冬天 ，我们走村室，买了三个太南瓜 ，一个南瓜可以吃上许多天 ，可瓜一 

剖开 ，老鼠就抢吃了，我们只好靠从昆明带去的花生米 、海带 、腊 肉、干菜度 日．时间长 了，谁也不 

想吃了，又不得不吃。雨季来了，我们找到了蕺耳根，四月闻，在迪正挡 ，满山遍野找蕨菜，摘香 

椿 ，日子好过些。 

春雷响后 ，青蛙 叫了，杨建昆想 为考察队改善营养 ，穿着水鞋雨衣 ，打着手 电筒去箐 沟边捉青 

蛙 ，第一个晚上它煮卫--4,碗青蛙汤 ，叫我吃 ，说补补身体，我过意不去 ，喝了汤．叫他把青蛙吃 

了。第二天晚上又去捉 ，抓了许多 ，回来很晚，把他们养在水桶里 ，准备大家改善生活 ，第二天藩福 

根打开桶盏一看 ，被吓了一跳 ，青蛙碧绿 ，满身长着 肉癌 ，他说这是外地没有 的毒蛙 ，立即要棚掉 ． 

杨建昆不准 ．请来 乡亲鉴定 ，都说是毒蛙 ，还列举 了这种蛙害人的神话故事 ，真 正有毒无毒不知道 ， 

只好让藩福根倒了，杨建昆再也不抓青蛙改善生活了。 

为了开发营养物质，藩福根挖了许许多多的黄精，切成片．煮了又烤，烤了又煮，想用油炸来 

吃 ．可味苦难以人 口，最后也只好倒掉了。 

藩福根去察隅边境南代 ．鄢里只有一家与世隔绝过着原始生活的山民，没有菜吃 ．他找到了一堆 

他认为可以吃的蘑菇，在A堂边饶吃了．还不到一个小时．上吐下泻．差点送了性命，有幸他 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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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苴医．找 电解毒药吃 ，但 回到迪正挡时 ，人样都变 丁 

3 考察的意义 

在申报科学院 自然科学奘的答辩会上 ．有一评委提问：“你这次考察有什么意义”．回答应 陵是肯 

定的 

独龙江作为一个独特的 自然综台体 ，生物多样 一 的物种组成一直被 中外植物学家所向往。 

1)第一次有 了一本植物名录，包括 169个独 龙江流域特有种．71个独龙1Ⅱ和 高黎贡 山共有 种． 

1
．42个分布到独龙江的云南特有种，这些 (共 s76)正是研究独龙江植物区系演化的核心 

2) 个模式产独龙江的物种 ，通过越冬实地考察，有了补充记述花部完整形态 的资料 (如贡山 

社鹊 ．常舂术 ．侏江蜡瓣花 cotylc,psis trabeeulosa Hu et Chelig，疏花蜡瓣花 C yul}l1】et Clung等等 

3)近 9o个独龙江特有的新种首次被发现 ，其 中 个新种已发表 ．其它 40种待发表 

4)鹱示了中国植物学家在独龙江区系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独龙江的 169个流域特有种 中，只 

有微城花小檗 Berbefist砌enIulosa_~rend等 1O种，是由外国人发表 ，其 它 159种 的定名者都是 中国分 

类学家 ，我们 自已发表的 占94％ ．与其它地区不同，如苍山有特有植物 62种 ，中国人发表仅 12种 ， 

占 19 ％，80％的特有种都是外国人署名的。两者对 比．国内植物学家对独龙江植物研究的贡献 显 

而易见 了 

表 1 特有种定名人分析 

地 区 特有种数 中国人发表 外国人发表 

种数 占％ 种数 占％ 

独龙 江 169 】59 94．o8 10 5 92 

太理苍山 62 12 19 35 50 80 64 

51 次揭示了孙龙江地区植物区系的实质及其在东亚植物 区系 中的关键 意义 独龙江植物 区系 

是 韫带 (亚热带)性质的区系．是在古南大陆热带亚洲植物 区系基础上演化蜕变而成的东亚植物 

区杀 、 

撞龙江是古南太陆和古北太陆区系的融合带，物种多样化的一个中 15,舞台，部分东亚特有科届的 

摇 篮 东喜 马拉 雅植 物 区系 的重要发 源地 。 

6J首次认识到郸一 马板块的位移对独龙江植物区系所产生的生物效应 ，(1)原与慎 南 、滇东南 

县相似结构的热带森林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所取代；(2)在云南通过的一条生态对角线维持独龙扣植 

物区系与滇东南区系的亲缘荚系；，3)独龙江不少物种的分布区被分割和闻断等等 

7)为独龙江植物区系的进一 步深^研究开辟了道路； (1)云南林业厅正在 申报国家级怒江 自然 

徘护区，蚀龙江和高黎贡山均属保持 区的棱心地段 ，批准后 ，这里植被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2)国内 

讣出现 丁独龙江研究热，英国璺丁保植物园 ．邱 园和 日本 岗山太学与我国鉴订丁台作协议，今冬就开 

始现场考察，昆明植物所的青年学者都对独龙江和高黎贡山产生 丁极大兴趣 、现正作室 内工作。 

研究独龙江的后来^将越来越多 

没有独龙江的越冬考察 ：上述的成果在本世纪都没有可能 

(李恒)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 o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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