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编辑：马智峰 组版：张微霞 校对：公大年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3年3月19日 星期日 www.sanqin.comＡ4城事

好在，未来，对川陕哲罗鲑的
保护将有望升级。

采访中，杨元昊特别提到了
中华鲟的保护。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在中华鲟还未被列为一级
保护动物的时候，我国就开始尝
试对中华鲟进行人工繁育。1988
年，其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后，建立了中华鲟抢救站，并建立
了多个保护区。在潜心研究中华
鲟人工繁育的同时，我国也不断
地进行放归。中华鲟保护中心还
将中华鲟精子和组织细胞库保留
了下来。此外，民众也认识到中
华鲟保护的重要性。

对此，杨元昊认为，对川陕哲
罗鲑的保护也应该尽快重视起
来：“首先，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建立就地保护为核心，辅助迁地
保护的保护策略。同时，加大栖
息地环境的调查研究和科考，要
坚决杜绝人工捕捞。当然，还要
加大对物种认知、研究、科技的投
入。”

在杨元昊的牵头下，陕西省
水产研究与技术推广总站成立了
由资源环境研究室、种质与种业
工程研究室科研人员组成的川陕
哲罗鲑科考队。

3月 14日，川陕哲罗鲑保护
工作专题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会
上，专家们认为，目前在陕西太白
河和青海四川交界处的大渡河上
游发现少量川陕哲罗鲑的野外自
然种群，能不能保得住、种群能不
能复壮、分布区域能不能扩大，是

客观评价长江大保护成效，反映
长江青海段和陕西、四川重要支
流十年禁渔效果的重要内容和最
直观体现。

下一步，要聚焦川陕哲罗鲑
保护工作的难点堵点，加快落实
川陕哲罗鲑保护重点任务。群策
群力，尽快完善川陕哲罗鲑整体
保护行动计划，全面加强川陕哲
罗鲑基本状况的调查研究，互联
互通，形成保护合力促进种群重
建。搭建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育
技术平台，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效果导向，采取切实有力的举
措，保护好川陕哲罗鲑这一珍稀
濒危物种。

据介绍，近年来，陕西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汉江、丹

江、嘉陵江及长江流域 10个水生
生物保护区实施了最严格的十年
禁渔，连续 5年实施黄河禁渔期
制度，连续十多年开展渔业生态
环境监测和重要物种生境调查，
修订《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名录》，保护川陕哲罗鲑、秦岭
细鳞鲑、大鲵等 25种珍稀物种，
2022年在宝鸡市太白县监测到川
陕哲罗鲑种群活动，这是继 2012
年陕西省首次发现川陕哲罗鲑后
再次监测到川陕哲罗鲑自然种
群，证明川陕哲罗鲑在陕仍有稳
定的群体规模，陕西省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和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
作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李永利石喻涵
实习生葛嫣然

保护 搭建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育技术平台

来自第四纪冰川期的“顶级猎食者”
揭秘“水中大熊猫”——川陕哲罗鲑

14日，川陕哲罗鲑保护工作专题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者包括水生野生动物方面的专家和
学者以及国家和陕西省农业农村部门的负责人。川陕哲罗鲑是什么物种？为何有如此“高规格”的
待遇？

为此，三秦都市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陕西省水产研究与技术推广总站的相关专家，揭秘“水中
大熊猫”——川陕哲罗鲑。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川陕
哲罗鲑是第四纪冰川期由北方扩
散遗留下来的一个独立物种，“我
们推测，距今已有 280万年—300
万年的时间了。”陕西省水产研究
与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杨元昊介
绍。因此，其在研究动物地理学、
鱼类系统发育与气候变化等方面
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作为栖息在高山溪流水域中
的“顶级猎食者”，它们的食谱十
分广泛，基本上在水中能找到的
肉都吃，包括鱼类、昆虫和一些水
生兽类。它的资源量可以反映水
域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是长江
流域保护成效和生物完整性指数

的重要指标。
杨元昊告诉记者，目前在世

界范围内，川陕哲罗鲑只在中国
四川省、青海省和陕西省出现过，
一度销声匿迹。“这是第一次发现
它们的种群，以前只偶尔看到零
星个体。”

1988年，川陕哲罗鲑被列为
中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同时被
收录于《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
类》。2012年，其被收录于《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保护
级别为极度濒危。2021年，《中国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
其“升级”为一级保护动物。由此
可以看出，这个生物的数量已经

越来越少了。
漫长岁月里，它们经历了什

么？为什么会成为濒危甚至极度
濒危物种？

多年来，陕西省水产研究与
技术推广总站一直在致力于川陕
哲罗鲑的研究工作。杨元昊告诉
记者，物种自身特点和人类活动
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在自然条件下，川陕哲罗鲑
雌性远少于雄性，雌性怀卵量少，
繁殖力弱。而且它们对产卵环境
要求严格，水流、湿度、天气、环境
是否污染等都特别敏感，也就是
说，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
再加上幼体成活率较低，所以在

自然条件下恢复种群数量极为困
难。”杨元昊遗憾地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为导致
自然环境被破坏也是川陕哲罗鲑
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
砍伐树木、采集砂石、修建水库和
人为捕捞，这些操作会导致水土
流失，阻断和隔绝鱼类的繁殖路
线，甚至让水系产生重金属污
染。这样的打击下，适应性强的
鱼类都难以幸免，日益稀少的川
陕哲罗鲑就更加难生存了。”

如果野生种群难以大规模繁
殖，依靠人工支撑，能否可行？杨
元昊坦言：“目前，对川陕哲罗鲑
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揭秘 来自第四纪冰川期的“顶级猎食者”

惊喜 野外科考时发现数量最大野外种群

2022年，科研人员在宝鸡市
太白县太白河兴隆村河段发现了
川陕哲罗鲑的野外种群。谈及此
次发现经过，陕西省水产研究与
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问思恩表
示：“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从 2012年开始，就有渔民
在太白河兴隆村发现少量川陕哲
罗鲑。”也是在那时候，问思恩第
一次在人工环境下见到川陕哲罗
鲑。此后的几年间，这一物种仿
佛人间蒸发一般。直到 2021年 8
月，还是在同一河段，川陕哲罗鲑
再次短暂现身。

陕西省水产研究与技术推广
总站的科研人员们和川陕哲罗鲑
打交道已经近 10年。然而，真正
亲眼见其真容的少之又少。很多
次他们都抱着希望出发，最终无
功而返。

“去年，夏天气温高，冷水鱼
需要向上游迁徙，所以我们启动
了新一轮科考。当时大家分析，

可能会看到川陕哲罗鲑。”问思恩
回忆。

2022年8月16日17时20分，
问思恩带领科考队一行十余人冒
着酷暑，从太白河下游往黄柏塬
方向走，一边行进一边观察。当
到达海拔 1543米的太白河兴隆
村河段时，一个深约 40厘米的水
潭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看，那是什么？”“好像是川
陕哲罗鲑！”“个头这么大！”“嘘，
轻轻地，小心点。”大家降低声音，
放慢动作，小心靠近。

可是当确定后，大家又犹豫
了。“要不要采样？”“采样后怎么
保存”……最终，科研人员采用水
下摄像等无损伤监测技术手段，
清晰拍到该物种在水下活动的珍
贵画面。

“我们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人，
大家都清晰地看到了它们在水下
的状态。”即使过去了近一个月，
问思恩仍难掩兴奋。监测发现，

此次发现的川陕哲罗鲑种群数量
近 20尾，最大个体约 2.5千克，呈
小群体分布。“目前记录在册的最
大的川陕哲罗鲑长约 80厘米，我
们这次发现的最大的一条近 60
厘米。”

这样的发现，让科研人员喜
忧参半：喜的是，此次重大发现，
标志着这一可与大熊猫并驾齐驱
的珍稀濒危物种在陕西存在着一

定种群数量，说明该区域水生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忧的是以该物
种的特点，它们见到人之后应该
迅速反应，灵敏地躲开，然而当时
它们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被拍
摄。“川陕哲罗鲑属于冷水性水生
动物，当时河里的水温为16℃，虽
然只超过了它们适应温度1℃，但
对它们已经产生了影响。”问思
恩说。

川陕哲罗鲑（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李佳）3 月 17 日
上午，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黄河干
流中下游及部分支流入河排污口排
查工作启动会，包括西安市在内的
五省31市参加了视频启动会。

本次排查中，生态环境部工作
组将在前期对西安市渭河和石川河
无人机航测及图像分析解译的基础
上，对疑似排污口点位进行人工徒
步核实，并选取部分河段开展水质
快检，建立入河排污口台账。西安
市将积极参与、全力配合，为排查工
作顺利开展提供良好条件。

西安市将在生态环境部移交的
入河排污口台账基础上，全面深入
梳理入河排污的“风险点”，实现入
河排污口“一本账”“一张图”，并在
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扎实开展排污
口监测、溯源和整治工作，围绕“改
善水生态、优化水环境、确保水安
全”的目标，全面完成整治任务，系
统提升截污治污工作水平，为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
献西安力量。

西安全面开展
入河排污口排查

本报讯（记者 陶颖）3月 18日
7时许，从西安飞往新加坡的东航
MU2069航班正在登机，旅客江女
士一上飞机便反映自己身体不适，

“17 日晚有些腹泻，此刻发冷、头
晕。”乘务长张蕾立即将江女士安
排入座，帮助安放行李，提供温
糖水。

飞机于 7时 32分起飞，张蕾一
直惦记着江女士，飞机平飞后，她第
一时间去客舱看望，江女士面色苍
白，胸闷气短。张蕾立即安排乘务
组对其展开救治，为江女士提供机
上氧气瓶吸氧，监测体温、血压、心
率等生命体征，安抚江女士让她不
要担心。同时，为江女士提供热橙
汁和面包等补充能量。江女士进食
25分钟后，乘务员再次监测生命体
征，这时江女士面色渐渐恢复红润，
症状逐步缓解。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航程中，乘
务员一直关注江女士的情况，飞机
降落前，江女士身体已无任何不
适。飞机降落新加坡机场前，江女
士交给张蕾一封写在意见卡上的感
谢信，“乘务组以专业的经验，温暖
细心的照顾，让我在短时间内得到
了很大的缓解……你们的服务温暖
人心。”

乘客飞机上身体不适
乘务员悉心照顾

本报汉中讯（记者李杰陈卫平）
3月 18日上午，由中共汉中市委、汉
中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中国最美
油菜花海汉中旅游文化节启动仪式
在南郑区陈村主会场举行。

今年，汉中围绕打造“永不落幕
的最美油菜花海”，深入挖掘汉风古
韵文化内涵和最美花海生态资源，
坚持全域规划、全景建设、全业融
合，成功打造12条精品观花线路，推
出了生态诗画体验之旅、秦巴旅居
感知之旅、世界遗产黄金走廊之旅
等特色旅游线路和产品，策划了招
商引资、文旅消费、投资促进等 6大
类 134项系列活动，内容更加丰富、
特色更加鲜明，将成为文旅的盛会、
百姓的节日、开放的平台。

2023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汉中旅游文化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