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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曼仑村植物遗传资源研究： 现状与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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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４）

本文采用民族植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对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西双版纳勐仑镇的傣族村寨曼

仑村的植物遗传资源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结果表明： 当地仍然保存有十分丰富的植物遗传资源， 栽培植
物有６８个科， １３６个属， ２０４个种， 地方品种也较丰富， 集中分布在葫芦科、天南星科、禾本科等８个科； 当
地人与植物遗传资源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 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人口膨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原
本丰富的植物遗传资源锐减， 从而使与之共存的传统知识也面临消亡的危机。作者认为只有充分调动当
地人的积极性， 主动参与到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领域， 才能进行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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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Plant Genetic
Resources—A Case Study in Manlun, a Dai Villa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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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讲， 地球上经过进化逐渐形成

方顺， １９８４）。
目前通过培育新品种并已得到广

的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 都是植物遗传资源（穆

泛承认的植物遗传资源有以下５类： （１） 当前使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５－０９－０５； 接受日期： ２００５－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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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ｍａｉｌ： ｌｏｎｇ＠ｍａｉｌ．ｋｉｂ．ａｃ．ｃｎ

１７８

２３（２）

用的栽培品种； （２） 废退栽培品种； （３） 原始地

族， 具有悠久的历史，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

方品种； （４） 野生种和野生近缘种； （５） 特殊遗

字（傣泐文）， 信奉小乘佛教。
他们通常居住

传材料。

在土壤肥沃、风光绮丽的坝区（山间盆地）。

全球 ５０％￣７５％ 的生物多样性存于占地球

据史书记载， 傣族是中国最早从事水稻农业

表面仅 ７％ 的土地上， 尤其集中在亚、非、拉

的民族之一， 有比较完善的耕作体系。
傣族

热带雨林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对生物多

人民与植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长期的

样性热点地区（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的研究表

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形成

明， 仅占全球面积１．４％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了不可多得的植物学知识体系， 是一笔宝贵

拥有全球４４％的维管植物种类和３５％的脊椎动

的财富。

物种类，这些热点地区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

本文研究的傣族村社——曼仑村， 位于西

（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同时， 全球２／３以上的植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以北４ ｋｍ， 东

物遗传资源也聚集于此。西双版纳是我国现

经101°15＇29＇＇~101°15＇31＇＇,北纬22°55＇28＇＇~

存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植物种类异常丰富， 已

22°55＇31＇＇, 海拔５７０￣６９３ ｍ。
全村土地面积约为

发现高等植物５ ０００多种， 同时也是世界栽培作

１３４ ｈｍ２， 水田２１ ｈｍ２， 旱地２７ ｈｍ２， 菜地３．４ ｈ ｍ２，

物起源中心之一。普通野生稻（ Ｏ ｒ ｙ ｚ ａ

橡胶地６６．７ ｈｍ２， 集体林１３．３ ｈｍ２。
主要经济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药用野生稻（Ｏ．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和疣粒

作物有橡胶、
西番莲（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ｅｄｕｌｉｓ）和砂

野生稻（Ｏ．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等野生种和野生近缘种仍

仁（Ａｍｏｍｕｍ 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据近期的统计数据

分布在山野之中。这里居住着以傣族为主的

表明， 人口总数为４４８人， 人均土地面积约为

１２个少数民族， 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

０．２９９ ｈｍ２。

处， 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利用方
式，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

２

研究方法

献（Ｌｏｎｇ， １９９５）。
本文仅以西双版纳的傣族村

本文运用民族植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社为例，探讨当地少数民族与植物遗传资源之间

调查了研究地区内的植物遗传资源和社会经济

的关系，寻求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

状况。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半结构调

的途径。

查法、关键人物访谈和参与式方法等。同时，

１

研究地区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边疆，

年平均温度１８￣２２ °C， 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 一

还采访了在地里劳动的农民，向他们了解有关知
识和经验。村里的老人、村干部、妇女、有
一技之长的能人都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
作者先后 ３ 次进入曼仑村调查、访问和

年可明显地分为干湿两季。西双版纳高温、 采集。
在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 如何调动当
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为这里的生物提供了

地人的积极性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是非常重要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植物物种异常丰富， 被誉

的一个方面。由于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生活

为 植 物 王 国 皇 冠 上 的 一 颗 绿 宝 石 。水稻

环境， 当地少数民族对植物遗传资源有丰富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的知识和经验， 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及橡胶（Ｈｅａｖｅａ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等粮食和

的素材。

经济作物以及各种热带水果点缀在西双版纳的
各个山寨和坝区。
傣族是西双版纳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

从当地采集的植物标本或样品， 运用植物
分类学的方法进行分门别类和鉴定，统计出全村
栽培植物的种数和品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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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３

（３）观赏植物 傣族庭园中栽培的观赏植物

研究结果

３．１

１７９

也颇引人注目， 它们或是点缀在房前院后， 或是

曼仑村植物遗传资源

围成绿篱美化环境。颜色鲜艳、味香的花更

曼仑村的植物遗传资源非常丰富， 主要分

是备受当地人的青睐。如傣家人喜爱的姜花

布于庭园、水田、菜地和山地。其中栽培

（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就是傣族庭园中重要

植物主要集中在庭园和水田。
调查结果表明，

的栽培观赏植物之一。
除了供观赏以外， 许多

全村的栽培植物隶属于６８个科， １３６个属， 物

庭园植物也是傣族妇女喜爱的装饰物，如香露蔸

种数达２０４种， 其中也不乏特有的地方品种， 主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ｔｅｃｔｏｒｉｕｓ）的花序。

要包括水稻、
旱稻（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ｖａｒ． ｓｐｏｎｔａ－

（４）宗教礼仪植物

傣族信奉小乘佛教， 各

ｎｃａ）、
茄（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ａｎａ）以及一些热

个傣族村寨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寺庙——缅

带水果。

寺。缅寺不仅是传授傣文和佛教活动的场所，

３．１．１

物种多样性

曼仑村庭园中栽培的植

同时也是重要佛寺植物栽培的地方。傣族传

物有２００多种， 几乎每种植物都与他们的日常生

统栽培的佛寺植物达５８种， 如菩提树（Ｆｉｃｕｓ

活有密切关系。
按照它们的用途， 可以将其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
贝叶棕（Ｃｏｒｙｐｈａ ｕｍｂｒａｃａｌｉｆｅｒａ）、

分为 ４ 大类型。

鸡蛋花（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和文殊兰（Ｃｒｉｎｕｍ

（１） 食用植物

食用植物是当地村社植物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ｕｍ）等。
这些宗教礼仪植物

遗传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数量上占绝对

不仅是曼仑村缅寺中的主要栽培植物，也是普通

优势。它们不仅是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消费

百姓家的习见植物（龙春林， １９９３）。

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

３．１．２

入的主要途径。这里指的食用植物包括蔬

个种群或物种中遗传变异的总量，亦称为基因多

菜、水果、粮油作物、食用香料、调味品

样性。
遗传多样性也可以是种内变异， 这里特

和 饮 料 等 。常 见 的 有 木 瓜 榕（ Ｆ ｉ ｃ ｕ ｓ

指品种多样性。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树头菜（Ｃｒａｔａｅｖａ ｕｎｉｌｏｃｕｌａｒｉｓ）、

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通常是指一

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已有近

小花木鳖子（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ｓｕｂ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甜菜

千年的历史。传统地方种在傣族栽培植物中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ｕｓ）和版纳黄瓜（Ｃｕｃｕｍｉｓ

仍占主要地位， 共有５８种及变种， 主要分布在葫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ｖａｒ．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等蔬菜， 还有

芦科、天南星科、禾本科、芭蕉科和蝶形花

芒果（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林生芒果（Ｍ．

科等 ８ 科， 以稻类、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葫芦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酸荚（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椰子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
冬瓜（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和香蕉（Ｍｕｓａ ｎａｎａ）等热带水

ｈｉｓｐｉｄａ）、
南瓜（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香瓜

果 。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辣椒和香蕉等最为突出（表

（２）药用植物 傣族农户庭园中种植的药用

１）。这些传统地方种不仅栽培历史悠久、品

植物， 有的仅有几株， 多者成片栽培。
其中大

种独特而丰富，而且还代表了傣族的传统文化和

多数为治疗跌打损伤的药物。这与他们上山

社会发展进程。然而， 与地理位置较为偏远、

打猎、进行劳作的生产活动不可分割。常见

交通不便的基诺族相比，后者单位面积保留有更

的药用植物如： 黑叶驳骨草（ Ｇ ｅ ｎ ｄ ａ ｒ ｒ ｕ ｓ ａ

多的地方种。
据我们研究， 基诺族轮歇地中， 传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
具翅决明（Ｃａｓｓｉａ ａｌａｔａ）、
砂仁、 统地方种是最主要的栽培植物类型， 共有３６种
老虎芋（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和南山藤（Ｄｒｅｇｅａ

及变种， 品种也相当丰富， 旱稻品种就达７０多个

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等。

（龙春林等，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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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曼仑村重要栽培植物传统种质资源及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ｕ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Ｍ．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Ｍ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Ｍｏｎｇ ｌｕａｉ
Ｍ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Ｍｏｎｇ ｆａｉ
Ｍｏｎｇ ｈｉ

Ｕｓｅ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Ｂｕ ｄａｏｌｕａ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ｒｇｅｒｆｒｕｉ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ｓ
Ｓｗｅｅ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ｓｔｏｎ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ｓ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Ｌｏ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ｅｃｋ，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ｔｈ ｎｅｃｋ，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Ｌｏ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ｅｃｋ，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ｓ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Ｂａ ｍｅｎｇ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Ｂａ ｇｉａｏ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Ｂａ ｄｉａｎ
Ｂｕ ｄａｏｌｏｎｇ

Ｂｏｂ
Ｂｕ ｈａｉ
Ｈａｏｌｏｎｇｎｕｏｌｅｎｇ
Ｈａｏｌｏｎｇｎｕｏｈａｏ
Ｈａｏｌｏｎｇｎｕｏｇａｎ
Ｈａｏｌｏｎｇａｎｌｉａｎｇ
Ｈａｏｌｏｎｇａｎｌｅｎｇ
Ｈａｏｌｏｎｇａｎｈａｏ
Ｍａ ｋｅ ｓｕｏ
Ｍａ ｋｅ ｈａｏ
Ｍａ ｋｅ ｌｅ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ｅｄ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ｓｅｅｄｓ， ｓｗｅｅｔ
Ｓｅｅｄ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ｔｉｃｋｙ
Ｓｅｅｄｓ ｗｈｉｔｅ， ｓｔｉｃｋｙ
Ｓｅｅｄｓｐｕｒｐｌｅ，ｓｔｉｃｋｙ
Ｓｅｅｄｓ ｒｅ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Ｓｅｅｄ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ｅｄｓ ｗｈｉｔｅ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ｗｈｉ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ｉｎ 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ｓ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ｙｅｌｌｏｗ， ｆｒｕｉｔ ｒｏｕ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Ｂｕ ｄａｏｂｅｉ
Ｂｕ ｄａｏｌｉａｎ
Ｌ．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ｖａ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Ｌｕｆｆ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ａｎａ

３ ．２

植物遗传资源的形成与发展
植物遗传资源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Ｅｄ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Ｅｄ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Ｅｄ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

上， 通过有目的的长期选育、
驯化， 形成了大
量农作物品种， 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物种遗传多

作用的产物。
吴征镒（１９９３）指出， 当代的任何一

样性的内涵（郭辉军和龙春林， １９９８）。

个生态问题都和人类密切相关。人类活动在

３．２．１

一定程度上创造和丰富了遗传资源，但人类在发

态系统与其植物遗传资源之间存在极其紧密的

展自身的同时，更多的是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破坏

关系。
曼仑村人管理生态系统的同时， 也有效

和物种的绝灭。

地管理和保存了当地传统的植物遗传资源

居住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群对植物的依
赖性和价值取向也是千差万别的，形成了各自特

生态系统与植物遗传资源

当地的生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２００１）。
（１） 庭园生态系统

傣族的庭园生态系统

有的植物文化， 同时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利

是栽培植物最为集中的场所， 物种相当丰富。

用、管理、保护和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尤

禹平华等（１９８５）研究表明， 西双版纳傣族普遍栽

其是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在自然物种的基础

培的经济植物达３１５种， 隶属于８５科２１９属。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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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是植物引种、驯化和保护的场所。庭园植

充分发挥各个品种的特性，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

物在物种、变种和品种的各个层次上都表现

性（表 ２）。

出极大的多样性。在西双版纳的庭园中已经

除了水稻以外， 傣族还常常在离村子较远

发现了芒果的 １３ 个品种、芭蕉的数个品种和

的坡地上开垦旱地， 用来播种旱谷， 作为粮食的

其他一些作物的不同品种（龙春林， １９９３； Ｌｏｎｇ，

补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 傣族的旱谷栽

１９９６）。

培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品种资源也比较丰富， 在

庭园栽培植物中有一部分是从当地山野直

色、味、形状和产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

接移植到庭园的。这类植物通常是当地野生

性（表 ２）。

的有用植物，但是由于不易采集或数量减少等方

３ ．２．２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的 引 进

面的原因，当地老百姓有意识地将野生植物的种

（１） 从周边国家引种的植物

西双版纳主

子或幼苗种在庭园中， 加以管理， 逐渐将野生植

要与缅甸、老挝接壤， 并与泰国、越南等国邻

物驯化成为栽培植物。在曼仑村较常见的有：

近。
这里的傣族村寨中， 从邻近国家引种的植

云南菠萝蜜（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林生芒果

物有２４６种， 占引种栽培植物种类的７８．１％（禹平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木冬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华， １９８５）。傣族是我国最早从泰国、老挝引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和刺芫荽

种铁刀木（Ｃａｓｓｉａ ｓｉａｍｅａ）发展薪炭林的民族。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等。
自发地驯化野生植物，

传统傣家庭园的周围或者村寨附近都种植一片

在傣族已有悠久的历史， 这类活动至今仍在继

大小不等的铁刀木薪炭林， 成为能源的主要来

续 。

源， 减轻了周围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
同时他

（２） 农田生态系统 据历史记载， 傣族先民

们利用铁刀木的生态学特性， 发展了铁刀木＋

于２ ０００多年前就从事农业生产， 是我国最早从

旱稻的混农林系统。南瓜、缅茄（Ａｆｚｅｌｉａ

事水稻农业的民族之一。根据土壤肥力的高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
云南石梓（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和

低，当地人因地制宜地将不同的水稻品种种植于

菩提树等通过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引

不同的土地类型。不仅发展了一些优质高产

进的物种，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植物遗

的品种， 同时也培育了一些耐贫瘠的水稻品种，

传资源。

表２
曼仑村传统稻谷品种及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ｕ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Ｈａｏｌｉａｎｇ
Ｈａｏｊｕｎ
Ｈａｏｎｕｏｙｏｎｇ
Ｈａｏｎｕｏｌｕａｉ
Ｈａｏｎｕｏｌｏｎｇ
Ｈａｏｂｕ
Ｈａｏｇａｎ
Ｈ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ｎｇ
Ｈａｏｍａｎｅ
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ｈｅｉ
Ｈａｏｈａｎ
Ｈａｏｔｕｏｈａｎｇ
Ｈａｏｂｉ
Ｈａｏｌａ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Ｐａｄｄｙ
Ｕｐｌ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ｉｃ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ｓｈｏｒ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Ｒｏｕｇｈ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ｇｒ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ａｗｎ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ｗ
Ｇｒａｉｎ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ｒａｗ， ｅａｓｉｌｙ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ａｗ， ｅａｓｉｌｙ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Ｐｕｒｐｌｅ ｓｅｅｄｓ，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ｅｎｊｉａ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ｄｄｉｓｈ ｇｒａｉｎ，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Ｇｒａｉｎ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ｂｅａｎｓ
Ｇｒａｉｎ ａｗｎ ｗｉｔｈ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ｗｉｎｇ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ｇｒａｉｎｓ， 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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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现代新品种的引进

西双版纳由于特

不及时保护现有的遗传资源，现有品种很可能会

殊的地理位置， 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在长期的

在未来不久完全消失。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过程中，发展并培育了形

３．３．３

形色色的地方品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当地农

的创造者。
自古以来， 糯米是傣族人民的主食，

作物一直以栽培地方种或品种为主。
但是， 随

顿顿吃的是糯米。傣族还将糯米制作成各种

着交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渗入、技术交流

食品， 如年糕， 傣语称之为Ｋｈａｏｌｕｏｓｕｏ。
糯米

的日趋便利，以及西双版纳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引

年糕的简要制作过程是： 将糯米磨碎， 与云南石

食文化的影响

傣族是
“糯米文化”

进了大量的外来种或品种， 如橡胶、
西番莲、 梓（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的花（晒干）调和， 用芭蕉叶
菠萝、砂仁等经济作物； 杂交水稻、杂交玉

包成块状， 蒸熟。
目前糯米年糕已成为颇受旅

米等农作物品种资源也广泛地进入了各个村

游者欢迎的傣族风味小吃之一。

寨。这些资源通常具有一定的优势， 如高

糯米不仅是傣族日常生活的基础， 同时在

产、优质、高效等等， 对当地粮食产量的提

傣族文化、宗教信仰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高和经济收入的增加， 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

位。蒸糯米剩下的淘米水， 傣族妇女用以洗

用。同时使这一地区特有的种质资源， 尤其

发、
护发， 能使发质乌黑发亮， 甚至年过七旬

是那些具有育种潜力的地方种或品种， 逐渐退

的妇女也难见白发。在傣族的宗教礼仪与传

出历史舞台。

统文化活动中， 糯米是必不可少的食品。

３．３

３．４

植物遗传资源的变化

３．３．１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西双版纳地区

传统知识与植物遗传资源
近年来， 世界上各国专家、
学者和有关人

地形错综复杂， 山地面积约占了本区总面积的

士对传统知识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９５％， 而山间平地仅占５％， 水稻耕作占地有限，

传统知识对于人类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和医药

当地各少数民族普遍开垦山地扩大耕地面积，主

方面， 具有潜在的不可估量的价值。
根据国际

要栽培旱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如今， 大面积

农村进步基金会（Ｒｕｒ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

的旱地种上了单一橡胶林、西番莲、菠萝等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ＦＩ）保守的估计， 全球８０％

经济作物。

的人口仍将依赖传统知识来满足医疗健康的

曼仑村原来栽培的旱稻品种达１２个， 但在

需要。如果没有关于植物、动物、昆虫、

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 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目

微生物以及农耕系统的传统知识， 世界上将有

前仅有２家继续栽培旱稻， 而且其中有１家明确

２／３的人口得不到粮食保障。
全世界１／４的药

表示以后不再种植。
另一方面， 从现存的品种

物销售来自传统药物， 并且当今市场７５％的

数来看， 仅有５个品种， 品种数下降了６０％， 年

药材都是通过当地老百姓用传统知识来发现

下降率为 ３．３％。

和推广应用的， 其价值估计可达 ４３ 亿美元

３．３．２

新 品 种 的 引 进 高产杂交稻的引进，同

（ＲＡＦＩ， １９９４）。
但是，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样使当地的水稻品种受到了严峻挑战，村民们大

的研究与其丰富的内容相比， 前者显然是相当

部分水田都用来种杂交稻， 小部分用来种糯稻，

贫乏的。

而且糯稻品种也日趋单一。
以前， 每家每户至

３．４．１ 传 统 知 识 的 差 异 性

少能数出 ５、６ 个品种， 现在有的仅种 １ 个品

（１）年龄与植物识别 当地老百姓对于周围

种。
综合统计表明， 全部水田的糯稻品种也不

植物的识别能力， 对植物学专家来说， 百思而不

过９种。
与过去的１６个品种相比， 下降了４４％，

得其解。上至８０ 多岁的老人， 下至 ６、７ 岁的

年下降率为２．４％。
按照这个品种消失速度， 若

幼童， 都能识别周围环境中的许多植物， 而且能

龙春林 等： 西双版纳傣族曼仑村植物遗传资源研究：现状与保护策略

２００６

１８３

说出其当地名， 指出其显著特征， 这种传统知识

当地人与周围自然资源、环境的密切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丰富。对 ６０ 名 ５ 周岁

外来主流文化的渗入，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

以上调查者的调查表明， 年龄为５￣１２岁的儿童

这种宝贵的知识财富逐渐淡忘。加上目前对

能识别２４％的植物种类， ３０岁以下的青年能识

于当地人传统知识的记录、研究工作并不完

别 ６１％， 而村中的老人通常能识别７８％。

善， 一旦传统知识从其滋生的土壤上消失时， 就

（２） 职业之间的差异性

傣药是千百年来

不可能再现。植物遗传资源是当地老百姓传

傣族人民用于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植物是傣药

统知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传统知识的流失也会

的主要成分。据研究， 傣药中有动物药、矿物

导致与之共存的植物遗传资源的消失。

药和植物药共１ １９０多种， 其中植物药１ ０６８种

拯救植物遗传资源、拯救传统知识是国

（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 １９９５）。
有的傣药

内外专家、
学者们的共同呼声， 且目前已显现

已经过民间利用开发成为产品而广为应用。 出它的紧迫性和危机性，因为它与人类自身的生
傣肌松就是通过民间访问、
调查， 开发利用的

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一种傣药。

３．４．３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的 保 护

地方种或品种

当地老草医对药用植物的知识十分丰富，

的就地保护可以为作物多样性提供广泛的选

例如，他们知道老鸦糊（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ｖａｒ．

择。
在病虫害胁迫的条件下， 植物与它们进行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具有祛风湿、散淤、解毒、治跌打

协同进化，具有抗性的品种才能保留下来作为育

损伤、
外出血等多种功效； 老虎芋（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种的材料。
调查中我们发现， 当地老百姓对于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能够用来治疗肺结核、
支气管炎； 大

某些遗传资源的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ｍａｊｏｒ）具有清热利尿的作用。 傣族的糯米文化和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在当地甚至一些蔬菜也可药用， 如苦瓜、丝

地使糯稻资源和植物遗传资源得以保护，同时在

瓜、南瓜、辣椒等。而其他村社成员对于药

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形成的管理方式，对于资

用植物的用法和药效通常却只是略知一二。

源的保护也起了重要作用。当地人对于选

（３）性别之间的差异性 社会性别在日常生

种、育种和种子的保存有自己的经验和方

活和生产劳动中产生了劳动的分工，妇女除了照

法。干燥的竹筒、篓、罐等都是较好的贮藏

顾老人孩子和操持家务以外，还从事大量的生产

容器。并且根据不同的种子采取不同的贮藏

劳动，

如整地、栽培、收获、贮存等。尤

方式， 有的放在阁楼上， 有的晾在屋檐下， 还有

其在庭园植物的栽培和利用以及选种、种子

的置于火塘的上方。
可见， 传统管理方式对于

保存等方面， 女性的传统知识明显较男性丰富。 保护地方品种资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男性的传统知识则以山地栽培植物和森林物种
为主。
在一次访谈的过程中， 我们惊诧于当地
妇女选种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她们能迅速将混合
有多种不同的稻谷品种一一分开。
３．４．２

传统知识的危机

４
４．１

讨论
植物遗传资源变化的原因
历史上， 西双版纳地区植物遗传资源十分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

丰富， 包括许多具有良好性状的地方品种。
现

的加速， 过去地处边远、人口较少、经济落后

在， 随着外来新品种的入侵， 逐渐代替了许多的

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

地方品种， 并且使得地方品种消失的速度加快。

化。
外来人口的入侵， 国家政策的影响等各种
因素的制约， 传统知识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传统知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体现了

植物遗传资源发生变化的原因大致可归纳
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植物遗传资源的消失很大
程度上在于新品种的引进。随着生物技术的

１８４

２３（２）

发展， 绿色革命培育出来的高产新品种， 几乎遍

用地方品种的因素： 由于交通不便， 高度依赖自

布全球的各个地方，甚至在边远的山区和交通不

给自足的粮食生产； 品种的多样性使逆境条件

便的落后地区也有它们的踪迹。
（２）政策的影响

下的损失降到最低； 传统食性的爱好； 宗教仪式

也不可忽视。地方品种资源丰富的地区多处

的需要； 改良新品种的不可获得性。

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从中央到地方为了使当

在现行条件下， 传统食性的偏好、
宗教仪

地老百姓摆脱贫困，从政策上鼓励当地人使用高

式等传统文化的需要仍继续促使当地人自觉地

产品种， 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粮食问题， 同时也能

对地方品种进行保护。
然而， 这对于有效地保

增加经济收入。
（３）劳动力消耗是农民考虑得比

护遗传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

较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相同的劳动时间

达的今天，让当地少数民族村民继续耕种低产的

内，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成果，获取最大的利益，是

地方品种也是根本不现实的。

当地老百姓放弃地方品种采用新品种的直接原

我们从以下案例中可以受到启发： 巴基斯

因。
大多数的地方品种由于产量较低， 必须花

坦一些地区采用传统方式生产棉花，既减少了化

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其他粮食作物的耕作以获得

肥农药的使用，又保存了一些传统地方品种和管

足够的粮食。而新品种可以使农民从劳动力

理方式，产品备受国际环保人士和发达国家的青

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睐， 在国际市场上以较高的单价获得了高额利

从以上分析来看，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导

润。
如此， 又调动了当地民众保护和利用传统

致地方品种消失的最根本的原因，其他各种原因

地方品种及管理方式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保护与

只不过是其根本原因的衍生。传统地方品种

发展的良性循环。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从

具有许多优良的农艺性状，是弥足珍贵的种质资

传统品种中获得经济回报是上述系统能持续下

源和遗传育种材料，如何使它们能在新品种大量

去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的政府或民间的渠

使用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道能给予传统产品以一定形式的补偿，就能大大

问题。在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中对土著种和传

地促进当地人保护村社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

统地方品种进行就地保护， 对现存标本进行收

使许多传统资源能在当地较好地得到保护。

集和建立种质资源库， 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实现

因此， 对于村社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

可持续性利用， 是保护传统地方品种的主要策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 将种质资

略（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但是， 要实现这一目标，

源收集保存到现有的种质资源库或圃中； 其次，

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尤其是政府部门的

有选择地针对一些地区， 给予较大的投入， 以自

政策引导和当地群众的不断实践。

然保护区或保护点的形式，对村社植物遗传资源

４．２

进行保护；第三，也是最重要和最可行的途径，就

村社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策略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不仅涉及国家政府部

是在传统地方品种丰富的少数民族社区，以经济

门、研究单位、科研人员， 同时也涉及广大的

补偿的形式，促进当地人主动参与到村社植物遗

人民群众。加紧收集野生种或野生近缘种、 传资源的保护活动中。
另外， 对一些重要的种
地方品种资源是当务之急，也是保护遗传资源的

质资源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和分析，也将促进其

主要方式。但是如何将当地的群众发动起来，

保护和持续利用。

自觉地对当地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就地保护，已经
成为当今保护遗传资源的重要策略之一。
为寻求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村社植物遗传
资源的途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村民过去广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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