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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玉龙雪山报春花种质资源的调查 

吴之坤l，2，张长 芹 
(1．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2．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摘 要 ：滇西北玉龙雪山地处报春花属的现代形成与分布中心，有非常丰富的报春花种类。根据作者 2003～ 

2004年对玉龙雪山报春花属植物进行系统调查和资料整理，表明该地区有报春花 4O种(包括亚种与变种)，占 

我国产报春花属植物总数的 12 及云南产报春花属植物总数的 29 ；同时研究 了该属植物在玉龙雪山的分 

布规律及其资源的生境类型并介绍了主要种类的生物学性状及观赏价值 (包括花、叶及其开花期)；而且对玉 

龙雪山报春花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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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gion of Yulong M ountains，located in nor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is one of the centers of 

modern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for primroses(Primula)and is very rich in primroses．According to the in— 

vestig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in 2003~ 2004，totally 40 primroses taxa(including species，subspecies and varie— 

ties)were recorded in the region，which is l 2 of the Primula in China and 29 of the Prim“ in Yunnan 

Province．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habitats in the research region were observed and described，and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rnamental features(e．g．flowers，leaves and blooming seasons)of some im— 

portant taxa were provided in the present paper．Finally，suggestions to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develop the 

prim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e Yulong Mountains were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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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春花是世界著名观赏花卉，因其花色多样 、艳 

丽、观赏价值高而倍受园艺学家青睐，被誉为“世界 

三大园艺植物”之一 (Richards，1993)以及“中国三 

大天然名 花”。报 春 花 属 (Primula)是 报 春花 科 

(Primulaceae)中的第一大属 ，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 

带和高山地区，仅极少种类分布于南半球，沿东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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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山两侧到云南、四川西部是本属的现代分布中 

心 ，该属植物近 500种 ，中国产 296种 2O亚种 l8变 

种，主产于西藏、云南及 四川I，云南有 l26种 8亚种 

4变种，主要分布于西北部高山(方瑞征，2003)。近 

一 百多年来 ，欧美诸国曾多次派人到我国云南 、四川I 

等地采集报春花属植物，将种苗运回欧美栽培 ；仅英 

国由我国引入栽培的报春花就达 llO余种，其中不 

少现已广泛栽培于世界 各地 ，并培育 出许多美丽 的 

园艺品种。而国内对报春花从园艺学角度研究的不 

多，培育并已开发的报春花种类很少，因此调查报春 

花的种质资源及其生境 ，对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该 

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作 者以玉龙雪 山为调查 区域 ， 

以文献记载(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队， 

l994；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 ，l984；吕正伟 ， 

l999；方瑞征，2003)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标本馆现存 的标本为线索 ，于 2003～2004年多次对 

报春花资源进行 了调查 。 

1 调查区域 自然概况与植物地理概述 

1．1自然环境条件 

玉龙雪山位于云南省丽江县西北部，处 于 100。 

l0 ～100。20 E，27。10 ～27。4O N，是我国纬度最南 

的极高山。其西北临长江石鼓第一湾和金沙江虎跳 

峡，东麓是海拔约 3 000 1TI的干海子盆地 ，南面是丽 

江盆地。玉龙 山体南北长 35 km，东西宽 13 km，主 

山脊上有 l3座海拔 5 000 En以上的高峰，主峰扇子 

陡海拔为 5 596 m，耸立于群峰之上 ，与南麓的雪嵩 

村相较(海拔为 2 700 m)相对垂直高差将近 3 000 

ITI，而与西北部的金沙江虎跳峡相比高差更是高达 

3 900 IT_左右 。玉 龙雪 山在 纬度上处 于亚热带 区 

域 ，处于亚热带南亚季风气候 区，受到来 自印度洋强 

盛的夏季风控制 ，70 的降水集中于每年 5～9月的 

西南夏季风盛行季节 ，来 自西南方 向的印度洋暖湿 

气流受横断山系的阻挡后绕道从东南方到达玉龙雪 

山，使横亘南北的玉龙雪山成为降水屏障，所以东坡 

迎风面的降水偏多，在同海拔的地段，由于受到地形 

的影响，东坡的降水大于西坡 ，冬季高空主要受西风 

环流南支和陆源冬季风控制，降水只占全年的 30 

(何元庆等，2000a)。且随着海拔的升高，气候也会 

随之变冷变湿 ，玉龙雪 山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从海 

拔 2 393 m(丽江气象站)的 772 mm，到海拔 3 200 

m(干海子)的 l 600 mm，至海拔 4 800 m 以上的积 

累区，可达 2 4OO～3 100 mm，从海拔 2 393．2 ITI的 

丽江开始 ，年平均气温 12．6℃ ，山脚海拔 3 240 ITI 

的云杉坪，年平均气温 5．4℃，而上到玉龙雪 山高 

处 ，海拔 5 400 m处年平均气温为一7．5。C，全年各月 

平均气温均在 0℃以下 ，雪线处海拔 4 800 ITI的年 

均温为一3．3～4．7℃(何元庆等，2000a、b、c)。而且 

由于季风及焚风效应 的影响 ，在金沙江河谷中又形 

成 了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因此在不同的海拔高度 

上 ，玉龙雪山形成了不同的气候带 。 

1．2植物地理概况 

玉龙雪山地处横断山系中的核心地带，而东喜 

马拉雅一横断山这一 区域被认为是世界上 25个生 

物多样性最热点地 区之一(Myers等 ，2000)，同时也 

是中国的三个植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应俊生， 

2001)及云南的两个生物多样性中心(李锡文，l994) 

之一。这一区域由于被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南北 

向江河深深切割 ，地形极为复杂 ，河谷深切而狭窄， 

两岸山体高大，河谷与山体问的垂直高差一般都在 

3 000 1TI以上。因此本地 区垂 直分布明显 ，从 山脚 

到山顶往往具备热带、亚热带到高 山寒带各类型的 

植被，是世界上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区域(李锡文 

等，l993)，而玉龙雪山是这一地区中高山植物区系 

最集中的地点，基本上可 以作为云南西北部高寒山 

区群落垂直分布的典型 。在植物区系的成分上 ，玉 

龙雪山山地低海拔 的森林植被和中国一 日本植物区 

系相似；亚高山以上的植被以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 

为主(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l989)；在植物区系的 

性质方面，玉龙雪 山在纬度上属于北亚热带区域，具 

备有亚热带的成分，并且作为滇中高原地区植被与 

滇西北高山植被水平分布及垂直分布的联系者 ，其 

山麓及坝区的植被与滇中高原地区的植被之问，又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又因山体本身十分高峻，地形 

又极为复杂 ，由之而引起的气候及土壤上的复杂性 ， 

影响并加深 了山区植物种类和植被类型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邱莲卿等 ，l957)，金沙江 的河谷地带，有一 

些热带成分，具 有热带为主的亚热带性质 (金振洲 

等，1994)，但在山体的山麓及云雾线以上，植物的成 

分又以温带 为主，这里 成为许多现代温带分布 的裸 

子植物及被子植物中世界温带分布的一些大属如杜 

鹃属(R̂ fJ fJ 川 r )、报春花属(Primula)、绿绒蒿 

属(Meconopsis)、龙胆 属(Gentiana)等高 山植物的 

形成与分化 中心，并富有特有属种(云南省林业调查 

规划院，l989)。从玉龙雪山的总体来看主要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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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性质 。因此 ，玉龙雪 山上 的植 被是丰 富而复 

杂的。 

2 报春花种质资源及分布 

2．1玉龙雪山的报春花种质资源 

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 生态 环境 的多样 

性 ，作为报春花属的现代形成与分化 中心 的玉龙雪 

山无疑拥有非常丰富的报春花种质资源。在以前的 

文献记载中，有资料说 明丽江地 区产野生 的报春花 

种类 58种(含变种与亚种)(吕正伟，l999)，也有的 

资料说明玉龙雪山有报春花 60多种(云南省林业调 

查规划院，l989)，经过我们查阅相关资料及 2003～ 

2004这两年 6次对玉龙雪 山的调查 ，我们发现 ，在 

原来记载的资料中，随着报春花科《中国植物志》及 

《云南植物志》的完成，有的种类被作为其它种类的 

异名处理，如平花报春(P．planif’lora)作为海仙花 

报春(P．poissoni)的异名 ，带叶报 春(P．vittata)作 

为偏花报春(P．secundiflora)的异名处理等，有的 

种类 又作为种下等级的归并，如丽江多脉报春 (P． 

polyneura ssp．1ichiangensis)归并人多脉报春 (P． 

polyneura)，虎 克 锡 金 报 春 (P．sikkimensis var． 

hookeri)归入钟花报 春(P．sikkimensis)等，并且 由 

于以前标本的错误鉴定 ，有些种并没有分布于丽江 

地区，如皱叶报春(P．bullata)。我们 的调查结果表 

明，玉龙雪山产报春花共 40种(含变种与亚种 )，占 

我国产报春花的 l2 ，占云南产报春的 29 ，而且 

这些种类分布于 l5个组内，占云南 l9个组中的 

79 ，这说明了玉龙雪山上的报春花资源非常的丰 

富及复杂多样 。 

现把 玉龙雪 山上的报春花资源分类检索 如下 

(中文名以《云南植物志》报春花科所述名为准)： 

1(28)叶具长柄 ；叶片基部 圆、心形或楔形，边缘浅波状至深裂。 

2(11)全株有粉或无粉。 

3(6)一、二年生草本 ；叶两面平坦；根状茎不明显或细瘦，有时粗短。 

4(5)体态较大；叶片长 3～10 CITI，宽 2～6 cm，通常无粉，苞片、花萼有少量粉 ⋯⋯⋯⋯⋯⋯⋯ 1．报春花 P．malacoides 

5(4)体态较小；叶片长 1～4 CITI，宽 0．7～3 CITI，通常花序被粉，叶背面有时有粉 ⋯⋯⋯⋯⋯⋯⋯⋯ 2．小报春P．dorbesii 

6(3)多年生草本 ；叶面网脉下陷，致使叶面呈泡状隆起 ；根状茎木质 ，粗状、伸长。 

7(8)花葶粗壮，花序多花密集；叶片卵形或椭圆形 ；花萼外被柔毛，无粉 ⋯⋯⋯⋯⋯⋯⋯⋯ 3．灰岩皱叶报春 P．forrestii 

8(7)花葶纤细 ，通常短于叶丛 ；花单生或成少花的伞形花序。 

9(10)叶片卵圆形或宽卵形 ，长度与宽度相差无几，基部截形至浅心形 ⋯⋯⋯⋯⋯⋯⋯⋯⋯⋯ 4．纤柄皱叶报春 P．rockii 

10(9)叶片倒披针形 ，条形或椭圆形 ，长度显著大于宽度，基部楔形变狭并下延 ⋯⋯⋯⋯⋯⋯⋯ 5．小苞报春 P．bracteata 

11(2)全株无粉。 

12(19)花萼杯状 ，宽钟状或倒三角形 ，宽度大于长度 ，萼齿宽三角形或卵状三角形。 

13(14)叶背面无毛或沿脉有少量毛 ，叶柄、花葶细铁丝状 ，纤细而坚硬，花萼长 5～8 mm；花冠筒部长可达 1 5 mm；花淡 

紫红色 ⋯⋯⋯⋯⋯⋯⋯⋯⋯⋯⋯⋯⋯⋯⋯⋯⋯⋯⋯⋯⋯⋯⋯⋯⋯⋯⋯ 6．糙毛铁梗报春 P．sinalisteri vat．aspera 

14(13)花葶、叶柄密被褐色或 白色多细胞长柔毛 ；叶两面或多或少被毛，通常沿叶脉密被平展的多细胞长柔毛，有时被短 

柔毛或疏柔毛。 

15(16)叶缘 11～13浅裂，裂片宽三角形或卵状三角形复具不整齐的锐尖齿 ⋯⋯⋯⋯⋯⋯⋯⋯ 7．灌丛报春 P．dumicola 

16(1 5)叶缘微呈波状，具不明显的小齿或近于全缘 ，花序疏散。 

17(18)叶椭圆形 、长圆形或卵圆形 ，长大于宽 ⋯⋯⋯⋯⋯⋯⋯⋯⋯⋯⋯⋯⋯⋯⋯⋯⋯⋯⋯⋯⋯⋯ 8．鄂报春 P．obconica 

18(17)叶宽卵形至近圆形，长宽近相等，边缘具波状圆齿或波状粗齿 ⋯⋯ 9．海棠叶报春 P．obconica ssp．begoniiformis 

19(12)花萼筒状、钟状或宽钟状 、宽度小于长度。 

20(25)花萼裂片叶状，两面被毛。 

21(22)伞形花序 1～4轮 ；花萼分裂达全长的 1 2～2 ／3⋯⋯⋯⋯⋯⋯⋯⋯⋯⋯⋯⋯⋯⋯⋯⋯ lO．葵叶报春 P．malvacea 

22(21)总状花序 ；花萼分裂达全长 1／3～1／2。 

23(24)花冠黄色 ；叶片肾形或肾状圆形 ⋯⋯⋯⋯⋯⋯⋯⋯⋯⋯⋯⋯⋯⋯⋯⋯⋯⋯⋯⋯⋯ 11．巴塘报春 P．bathangensis 

24(23)花冠粉红色；叶椭圆形或卵状椭圆形 ⋯⋯⋯⋯⋯⋯⋯⋯⋯⋯⋯⋯⋯⋯⋯⋯⋯ 12．地黄叶报春 P．blattariformis 

25(20)花萼裂片狭三角形、披针形或长圆形 。 

26(27)侧脉羽状排列；花萼具多条纵脉 ；伞形花序 1～2轮 ，花异形 ；叶缘多裂 ⋯⋯⋯⋯⋯⋯ 13．多脉报春 P．polyneurn 

27(26)侧脉掌状排列；花萼具 5条主脉 ；花同型 ⋯⋯⋯⋯⋯⋯⋯⋯⋯⋯⋯⋯⋯⋯⋯⋯⋯⋯ 14．七指报春 P．septe dobn 

28(1)叶通常无显著伸长的叶柄 。若有长柄则叶不被多细胞长柔毛或无毛；叶片基部楔形 ，下延至叶柄 。 

29(68)花序伞形，或单花 出自叶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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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7)叶非革质 ，冬季枯萎 ；根状茎非木质化 ，通常肉质 、 

3l(66)叶全缘或具各式浅裂齿；全株无毛，被粉或无粉 。 

32(47)蒴果球形 ；叶基部渐狭，下延成具翅 的短柄。 

33(34)蒴果果瓣近膜质 ，成熟时脆裂成不规则碎片 ⋯⋯⋯⋯⋯⋯⋯⋯⋯⋯⋯⋯⋯⋯⋯⋯⋯ l5．苣叶报春 P．sonchifolia 

34(33)蒴果果瓣近革质 ，成熟时先端齿状开裂。 

35(44)花冠红色 、紫红色、淡红色 ，或白色。 

36(41)植株被粉 ，至少花萼内面被粉。 

37(38)花萼外有 5条被粉的带 ，带问紫色，形成紫白相问的 1O条纵带 ⋯⋯⋯⋯⋯⋯⋯⋯ l6．偏花报春 P．secundiflora 

38(37)花萼仅内面密被粉，有时外面微被粉。 

39(4O)花冠紫红色 、玫瑰红色或淡红色 ⋯⋯⋯⋯⋯⋯⋯⋯⋯⋯⋯⋯⋯⋯⋯⋯⋯⋯⋯⋯⋯ l7．霞红灯台报春 P．beesiana 

40(39)花冠白色 ⋯⋯⋯⋯⋯⋯⋯⋯⋯⋯⋯⋯⋯⋯⋯⋯⋯⋯⋯⋯⋯⋯⋯⋯ l8．白花灯台报春 P．beesiana var．1eucantha 

4l(36)植株全体无粉 ，花冠深红或紫红色。 

42(43)花冠裂片近直立或略开展 ，近圆形或倒心形 ，长 3～4 mm；植株鲜时有茴香味⋯⋯⋯⋯ l9．香海仙报春 P．wilsoni 

43(42)花冠裂片开展 ，倒心形，长 7～9 mm；植株鲜时无香气 ⋯⋯⋯⋯⋯⋯⋯⋯⋯⋯⋯⋯⋯ 20．海仙花报春 P．poissonii 

44(35)花冠金黄 、橙黄或橙红色 。 

45(46)花葶顶端 、花序被粉 ⋯⋯⋯⋯⋯⋯⋯⋯⋯⋯⋯⋯⋯⋯⋯⋯⋯⋯⋯⋯⋯⋯⋯⋯⋯ 21．桔红灯台报春 P．bulleyana 

46(45)花葶、花序及其它部分无粉 ⋯⋯⋯⋯⋯⋯⋯⋯⋯⋯⋯⋯⋯⋯⋯⋯⋯⋯⋯⋯⋯⋯ 22．橙红灯台报春 P．aurantiaca 

47(32)蒴果椭圆体状或短筒状，先端齿状开裂。 

48(51)花冠钟状 ，或漏斗状则叶近全缘或极疏生小钝齿 ；花常下垂。 

49(50)全株无粉 、无毛；叶片质地稍厚或稍坚硬 ⋯⋯⋯⋯⋯⋯⋯⋯⋯⋯ 23．短叶紫晶报春 P．amethystina ssp．brevifolia 

50(49)花序常有粉；叶无粉、无毛 ，叶基部渐狭，楔形至钝圆 ⋯⋯⋯⋯⋯⋯⋯⋯⋯⋯⋯⋯⋯ 24．钟花报春 P．sikkimensis 

5l(48)花冠漏斗状或钟状，若为钟状 ，则叶背被黄粉。 

52(59)叶丛基部有鳞片或无鳞片，有鳞片通常鳞片叠生包被叶丛下部而成假茎；苞片基部不下延不扩大 

53(56)叶丛基部无鳞片。 

54(55)矮小草本；叶片较小，开花时连叶柄长 l～6 cm ⋯⋯⋯⋯⋯⋯⋯⋯⋯⋯⋯⋯⋯⋯⋯⋯⋯ 25．双花报春 P．diantha 

55(54)较大草本 ；叶片不连叶柄长 5～l2 cm ⋯⋯⋯⋯⋯⋯⋯⋯⋯⋯⋯⋯⋯⋯⋯⋯⋯⋯⋯ 26．匙叶雪山报春 P．1imbata 

56(53)叶丛基部叠生鳞片，通常由鳞片、叶柄包叠成假茎。 

57(58)植株被黄粉 ；叶片边缘具不明显的小钝齿或近全缘 ，先端通常锐尖 ⋯⋯⋯⋯ 27．紫花雪山报春 P．sinapurpurea 

58(57)叶片边缘明显具钝齿 ，通常不外卷 ，先端钝圆，极少锐尖 ⋯⋯⋯⋯ 28．黛粉美花报春 P．calliantha ssp．bryophila 

59(52)叶丛基部无鳞片；苞片基部通常浅囊状或下延成距状。 

60(61)叶背面或花序无明显的粉 ；叶柄和叶片明显分化；苞片基部下延成距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雅江报春 P．involucrate ssp．yargongensis 

61(6O)叶背面或花序上明显被粉或两者均被粉。 

62(63)叶丛基部发出具簇生叶、长 5～2O cm的匍枝；叶背面被白粉 ⋯⋯⋯⋯⋯⋯⋯⋯⋯⋯ 30．匍枝粉报春 P．caldaria 

63(62)叶丛无匍枝 ；叶背面被黄色或淡黄色粉。 

64(65)植株较粗壮 ；叶片连柄长 3～11 cm，干后纸质 ，边缘具不整齐的小钝齿 ⋯⋯⋯⋯⋯⋯ 31．丽花报春 P．pulchella 

65(64)柔弱小草本 ；叶片狭小，连柄长 l～3．5 cm，宽 3～8 mm，干后纸质或薄纸质 ⋯⋯⋯ 32．云南报春 P．yunnanensis 

66(31)叶缘通常深齿裂 ，叶背明显被黄色、淡黄色粉；小草本 ，叶丛高度通常 l～3 cm ⋯⋯⋯⋯⋯ 33．山丽报春 P．bella 

67(30)叶片革质 ，鳞时稍肉质，常绿 ；根状茎木质，伸长 ⋯⋯⋯⋯⋯⋯⋯⋯⋯⋯⋯⋯⋯⋯⋯ 34．石岩报春 P．dryadifolia 

68(29)花序球形或近头状或穗状。 

69(74)花序球形或近头状；叶背面被粉或无粉。 

70(73)开花期叶丛基部有宽卵形覆瓦状排列的芽鳞；根茎端无匍匐枝。 

71(72)叶两面多少被毛 ；花冠喉部无环状附属物⋯⋯⋯⋯⋯⋯⋯⋯ 35．滇北球花报春 P．denticulata ssp．sinodenticulata 

72(71)叶两面无毛 ；花冠喉部有环状附属物⋯⋯⋯⋯⋯⋯⋯⋯⋯⋯⋯⋯⋯⋯⋯⋯⋯⋯⋯⋯ 36．中甸海水仙 P．monticola 

73(70)开花期叶丛基部无鳞片；叶两面无毛 ；根茎端有时有匍匐枝⋯⋯⋯⋯⋯⋯⋯ 37．滇海水仙花 P．p ldodP，lf cHzn 

74(69)花序穗状 ，紧密；花冠狭漏斗状或近筒状。 

75(78)花冠裂片先端锐尖。 

76(77)花萼外面带红色 ；花葶无毛 ⋯⋯⋯⋯⋯⋯⋯⋯⋯⋯⋯⋯⋯⋯⋯⋯⋯⋯⋯⋯⋯⋯⋯⋯⋯ 38．高穗花报春 P．vialii 

77(76)花萼外绿或暗紫；花葶被多细胞柔毛 ⋯⋯⋯⋯⋯⋯⋯⋯⋯⋯⋯⋯⋯⋯⋯⋯⋯⋯ 39．长瓣穗花报春 P．gracilenta 

78(75)花冠裂片先端圆或微具小齿；叶片边缘通常羽状分裂 ⋯⋯⋯⋯⋯⋯⋯⋯⋯⋯⋯ 40．羽叶穗花报春 P．pinnatif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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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资源的垂直分布 

玉龙雪 山山体高峻 ，从 山脚的金 沙江河谷到 山 

顶具备中亚热带 、温带到寒带完整的垂直 自然景观。 

报春花在玉龙雪山多分 布于海 拔 2 000～4 300 m 

这个范围之内。(1)海拔 2 000 m 以下为干热河谷 

(包括部分干暖河谷)稀树灌木草丛带，气候由于焚 

风效应所致 ，特别干热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2～3倍， 

植被以旱生的灌木 、草本植物 占优势 ，乔木 稀少散 

生，而且由于人为活动较频繁，所 以很少有报春花分 

布于这一地带。(2)海拔 2 000～3 100 m 的植被类 

型为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 、云南松 (Pinus yuTlTl(dTleTl— 

sis)林带，以云南松及一些常绿 阔叶林为优势种 ，问 

或有一些沟谷落叶阔叶林 、各种栎灌丛 、草地等，气 

候暖凉半湿润至湿润 ，土壤以红壤与黄壤为主，分布 

有报春花、小报春 、糙 毛铁梗报春 、灌丛报春、鄂报 

春、海棠叶报春 、葵叶报春、巴塘报春 、地黄叶报春、 

小苞报春、霞红灯台报春、香海仙报春、海仙花报春、 

桔红灯台报春、橙红灯 台报春、匍枝粉报春、滇北球 

花报春、中甸海水仙、滇海水仙花等 19种报春花。 

(3)海拔 3 1O0～3 900 m 为亚 高 山寒 温性 针叶林 

带 ，森林植被主要 为高 山松 (Pinus densata)林、丽 

江云杉 (Picea likiangensis)林、大果 红 杉 (Larix 

potaninii var．macrocarpa)林、长 苞 冷 杉 (Abies 

georgei)林等，并 以云 、冷 杉林 为主体组成纯林 ，气 

候冷凉潮湿，土壤主要为暗棕壤及部分漂灰土，分布 

有多脉报春、七指报春 、灰岩皱叶报春、纤柄皱 叶报 

春、苣叶报春、偏花报春、白花灯 台报春 、钟花报春、 

黛粉美花报春、丽花报春、云南报春、高穗花报春、长 

瓣穗花报春、羽叶穗花报春等 14种。(4)海拔 3 900 

～ 4 300 rn这一区域处于树线 到夏季雪线之间，为 

高山杜鹃灌丛草甸带，土壤为高山灌丛草甸土，气候 

冷凉潮湿 ，风大，辐射强 ，分布有 一些较耐寒湿的种 

类 ，如短叶紫晶报春、双花报春 、匙叶雪山报春、紫花 

雪 山报春、雅江报春 、山丽报 春 以及石岩报春等 7 

种。(5)海拔 4 300 rn以上是高山荒漠流石滩植物 

带及高山冻原带，高山荒漠流石滩植物带气候恶劣 ， 

多为石 质 生境 ，仅 岩 隙 中零 星 长 着 一 些 雪莲 花 

(Saussurea spp．)、高山葶苈 (Draba reodoxa)及绿 

绒蒿(Meconopsis sp．)等高 山耐寒植物 ，而高山冻 

原带终年由积雪覆盖，因此报春花很难分布于这一 

地带。当然这些分布带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局部区 

域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各个种的分布区会有一定的 

上升或下延 ，但总的可以看出，在玉龙雪山中报春花 

种质资源 多分布于海拔 2 000～4 300 m 的湿润常 

绿阔叶林和云南松林、亚高山寒 温性针叶林及高山 

杜鹃灌丛草甸这一地带 ，特别是前二者，占据了玉龙 

雪山报春花种质资源的绝大多数。 

2．3资源的水平分布 

玉龙雪山东 、西两坡 由于受地貌和坡向的影响 ， 

而且如前所述 ，东西坡两面的降水量也不一致，加上 

西坡受到金沙江河谷焚风效应 的影响，因此东西两 

坡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 ，西坡较干旱 ，而东坡较湿 

润。东坡地形相对较平缓，岩石裸露面积较小，在山 

地垂直带中随海拔升高形成有规律的带状分布时， 

局部地区又形成了亚高 山草甸 、高山草甸以及高山 

湖泊等多样 的生境 ，因此玉龙雪山中大多数的报春 

花种类如报春花、山丽报 春、偏花报春、灰岩皱叶报 

春、高穗花报春、多脉报春等均分布于东坡 。西坡受 

峡谷地貌的影响，地势陡峭，岩石裸露面积大，植物群 

落的成带性很差，仅在一些较缓和山坡云南松林或栎 

林灌丛中及林缘湿地分布有一些相对耐旱以及在玉 

龙雪山中分布较广的一些种类，如巴塘报春、灌丛报 

春、海仙花、桔红灯 台报春、霞红灯 台报春、滇海水仙 

花及滇北球花报春等。因此从资源分布上来说，玉龙 

雪山上的报春花种质资源东坡明显优于西坡 。 

3 报春花的生境类型 

根据报春花在玉龙雪山上 的资源分布状况，其 

生境类型可以分为林内阴湿型、疏林透光型、林缘草 

甸型以及高山冷湿型。 

(1)林 内阴湿型：指的是亚高山寒温性针叶林带 

及温凉性针叶林带中由丽江云杉 、长苞冷杉、大果红 

杉 、高山松、华山松(Pinus arlTlandii)等组成的纯林 

及夹杂着各类高山栎(Quercu5 spp．)、各种槭树(A— 

cer spp．)、花楸(Sorbus ssp．)等 组成的针 阔叶混交 

林 。这类群落 中林相整齐，常为复层异龄林结构 ，主 

林层高大 ，高达 25～30 ITI左右 ，林冠郁 闭度 0．7～ 

0．9；林下灌木层发达 ，盖度 达 5O ～6O 9／5；草本层 

不太发育 ，盖度在 3O 左右，以蕨类植物 占优势 ；苔 

藓层较发达 ，常常形成 3～5 cm 厚 的一层，盖度达 

7O 左右 ，林下光照不强 ，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分 

布于这一生境的报春主要长在林下水边岩石缝或由 

湿润苔藓层覆盖的岩石上，如鄂报春、七指报春、小 

苞报春 、苣叶报春、山丽报春、云南报春等。这一生 

境中的报春由于生境特殊，除有 一些蕨类及苔藓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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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外 ，常常由这类报春花成片形成单优种 。 

(2)疏林透光型 ：主要指云南松林带及硬叶常绿 

阔叶林，这一类型的森林 由于受到人 为活动的影 响 

较大，常组成较为单一的林种 ，上层主要由建群种组 

成；灌木层不发达，盖度 4O 左右，主要种类有各种 

忍冬 (Lonicera sp．)、矮 高 山栎 (Quercus 7~loniD1一 

otricha)、大白花杜 鹃(R̂ (Jd(Jd dr(J decorum)、腋 

花杜鹃(Rh．r~LCCI?1OSUTIq)、水 红木(Viburnum cylin— 

dricum)、石 楠(Photinia spp．)、黄背栎 (Q．panno— 

Sa)；草本层较发达 ，但高度一般不超过 50 CN，主要 

种类有旱茅 (Eremopogon delavayi)、刺芒 野古草 

(Arundinella setosa)、狼 毒 (Stellera chamaejas— 

me)、双唇象牙参 (Roscoea chamaeleon)、七 叶一枝 

花 (Paris polyphylla)、羽 叶 鬼 灯 檠 (Rodgersia 

pinnata)等 ；苔藓层不发达 ，盖度 2O 左右。生境 

中光照较强、温度 日差大，但仍受 森林小气候 的影 

响，土壤水分较低。分布于这一生境的报春由于其 

它草本层种类较发达，因此报春不能形成单优群落 ， 

多散生于林下灌丛 中，如多脉报春 、灰岩皱叶报春 、 

纤柄皱叶报春 、灌丛报春等。 

(3)林缘草甸型 ：主要指由各类 山麓草甸及山腰 

草甸组成的亚高山草甸 ，分 布在缓坡、林缘、林间空 

地、古冰川槽谷及高山湖泊周围，以草本占绝对优 

势，间或有一些灌木或乔木散生其中，以杂类草为 

主，种类组成较丰富，外貌华丽，每当草甸中各类野 

花开放时，形成玉龙雪 山一道独特 的风景。这类 生 

境中土壤含水量极高 ，甚至有很多都是终年流水不 

断的沼泽地 ，土壤肥沃，光照强，气湿大，同时又受到 

森林小气候的影响 。在这类生境中生长的报春花生 

长旺盛 ，常成片生长或几种报春相间生 长形成群落 

的优势种，如霞红灯 台报 春、海仙花报春 、桔红灯台 

报春、偏花报春、钟花报 春、滇海水仙 花、高穗花报 

春等。 

(4)高山冷湿型 ：指高山杜鹃灌丛草甸带，主要 

由绒 叶杜 鹃 (Rhododendron adenotyrum)、小鳞 叶 

杜鹃(Rh．cephalanthum)等组成的高山矮灌丛及由 

云南羊茅(Festuca vierhaPperi)、羊茅(F．ovina)以 

及各种嵩草(Kobresia spp．)组成的高山草甸 ，高山 

矮灌丛高 1～2 rn，大多呈匍匐状，盖度 4O ～7O ； 

高山草甸种类丰富，常构成不同的层 ，上层由建群种 

组成 ，高 30～5O CN，盖度 10 左右，而下层 的盖度 

达到 5O ～8O 。这一 生境 具有高 山的特点 ，风 

大、辐射强，气温低 ，一年中很长时间被冰雪所封盖， 

且气候变化无常 ，灌丛群落中土壤较薄，因此水分多 

来 自大气 ，而高山草甸群落中的土壤由有机质肥厚 

的高山草甸土构成 。分布于这一生境的报春多散生 

于灌丛中或种类丰富的草甸中，很少形成单优群落， 

主要是一些耐寒 的种类 ，如短 叶紫晶报春、双花报 

春、匙叶雪山报春、紫花雪山报春。 

4 主要种类的生物特性与观赏评价 

玉龙雪 山的报春花大多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在丰富园林观赏花卉种类上具有很 大的潜力 ，因此 

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现在将几种具有开发潜力、 

观赏价值较高，相对来说易于引种的玉龙雪山报春 

花的生物学特性和观赏特征归纳如下 。 

海仙花(P．poissonii)花葶高 2O～45 CN，伞形 

花序 2～6轮 ，每轮 3～10花 ，花冠深红色或紫红色， 

冠筒 口中一圈亮黄色，呈五角星形 ，冠檐直径 2～3 

CN，花期 5月底至 8月初 。分布较广，生态适 应性 

较好 ，适宜群植于草地边 和林缘，或丛植于水塘边 ， 

也可以作为盆栽花卉摆放。 

偏花报春 (P．secundiflora)叶丛生，叶片矩 圆 

形至狭椭圆形，亮翠绿色；花葶高 10～90 cm，顶端 

被白粉；伞形花序 1～2轮，有花 5～10朵；花萼被白 

粉，形成紫白相间的 1O条纵带；花冠红紫色到深玫 

瑰色 ，钟状 ，倒垂 ，长 1．5～2．5 CN，冠檐直径 1．5～ 

2．5 CrD_，花期 6～7月 。适宜于庭院低凹湿地、小溪 

边或水池边草地上种植。 

桔红灯台报春(P．buIleyana)基生叶翠绿色，连 

柄长 15～30 CN；花葶粗壮，高 2O～70 CN，伞形花序 

5～7轮，每轮 4～16花 ；花未开放时呈深红色，开后 

深橙红色变有橙红色，冠檐 直径达 2 CN，花期 5～7 

月。花很美丽，适宜庭 院内潮湿地和沼泽地 、小溪边 

种植 ，亦是上等的盆花 和切花材料。 

灰岩皱叶报春 (P．forrestii)叶密集丛生，两面 

被毛 ，有隆起皱纹 ；花葶挺直 ，高 6～17 CN，伞形花 

序，有花 10～18朵 ；花冠高脚碟状 ，金黄色，冠檐直 

径 1．5～2．5 CN，花期 5～6月。适合于作为花坛或 

盆栽的花卉 ，也是 良好 的园林石山附石陪景 的良好 

材料 。 

钟花报春(P．sikkimensis)基生叶丛密集，高 7 

～ 30 CN，叶片长披针形或狭倒卵形；花葶高 15～90 

CN，顶端被黄粉 ，伞形花序 1轮有花 6～lO朵，花倒 

垂；花冠金黄色 ，钟状 ，长 1．5～3 CN，直径 2 CN，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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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6～8月。植株体型较大 ，大而纯黄的花冠极为美 

丽，可供花坛种植 、丛植于水景岩石边缘或作为盆栽 

花卉。 

滇北球花报春 (P．denticulata ssp．sinodentic— 

ulata)花葶粗壮 ，高 5～3O cm，头状花序 ，序径 4～7 

cm，多花密生 ；花冠蓝紫色或紫红色，冠筒 口周围黄 

色 ，冠檐直径 l～2 cm，花期 3～7月。花色艳丽 ，花 

序硕大，适宜花坛栽植或群植于林缘湿草地。 

霞红灯 台报春 (P．beesiana)基 生叶密集丛生， 

高 8～3O cm；花葶 l～3枝 ，高 20～60 cm，上部被 

粉；伞形花序 2～5轮，每轮 8～l6花；花冠高脚碟 

状 ，紫红色、玫瑰红色或淡红色 ，冠筒 口黄色 ，冠檐直 

径 l～2 cm，花期 5～8月。适宜群植于草地边和林 

缘 ，或丛植于水塘边 ，也可以作为盆栽花卉摆放 。 

5 玉龙雪 山报春花 的保 护及合理 

利用对策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 

外花卉市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对于玉龙雪山上 

这么丰富的报春花资源，应该充分开发利用，以丰富 

园林植物种类。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保护 资源 ，玉龙 

雪山的报春花多分布在海拔 2 000～4 300 m这一 

区域 ，而这一范围也是玉龙雪 山旅游开发最多的区 

域。现在的丽江地 区应该说是全 国旅游最火热的地 

点之一，每天进出玉龙雪 山各个景点的游客也非常 

多 ，随着人为活动的不断加剧，玉龙雪 山的报春花种 

质资源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各个景点特别是私人投 

资开发的景点，为了给自己的景点增色，毁灭性地采 

挖一些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报春花来栽植于景点周 

围，而不考虑这些移栽的科学性 ，同时也对这些报春 

花的原生地产生了巨大的破坏 ；旅游开放范围的扩 

大，使很多没有环保意识的游客见到美丽的正在盛 

开的报春花时无意识的采摘，对于报春花的繁殖产 

生了很大的危害，会危及到这些报春花野外居群的 

继续生存，而且马帮的剧增及游客往来的频繁，对报 

春花的生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其它人为的活动如水 

库的修建，也会使一些报春花失去其合适的生长地， 

例如现在正在修建的文海及哈里古水库，将会使生 

长于这两地的玉龙雪山生长最旺盛的两片霞红灯台 

报春及海仙花报春不复存在。基于此，提出以下保 

护及开发利用对策： 

(1)积极开展引种驯化工作，研究各种报春花的 

生态适应性 ，探讨各种报春生长的最适条件，将野生 

种变成栽培种 ，丰富园林植物种类 ，同时利用杂交及 

现代生物学技术，培育新品种 。 

(2)有效地利用 当地的报春花资源 ，在不同生态 

条件的各旅游景点周围，根据生态相似性原则，栽植 

一 些观赏价值较高 的报 春花 ，以增加新 的景观格局 

来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使之成为各景点一道独特 

的风景。 

(3)积极加强报春花种质资源的就地保护工作， 

对当地居 民及旅游 团队加强宣传教育力度，使之增 

加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意识，保护好报春花生长的 

野外生境 。 

(4)开展迁地保护工作 ，对报春花的种质资源进 

行保存。随着玉龙雪 山上丽江高山植物园的建设 ， 

在植物园的不同海拔高度及不同生境中建立野生报 

春花的专类园，有效地保护玉龙雪山上的报春花种 

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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