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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代、著者、来历均神秘
莫测的古书《山海经·东山经》
中，有如下的记载：又南水行七
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
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其兽
多麋鹿。是山也，广员百里。其
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阳，其中多
鳣（zhān） 鲔。

鳣是鳇鱼，鲔是鲟鱼。西晋
时为《山海经》作注解的郭璞解
释，“鲔即鱏（xún）也，似鳣而长
鼻，体无鳞甲。”也就是说，鲔虽
然样子与鳇鱼相似，但长鼻子却
是一目了然的区别。

在周朝的《诗经》里，也有鲔
的存在。除了《卫风·硕人》的“鳣
鲔发发”和“《小雅·四月》的”匪
鳣匪鲔“之外，最著名的一处当
属《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
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

大意是说：美好的漆水和沮
水里，有多种鱼类在栖息。既有鳣
鱼 和 鲔 鱼 ，还 有 鲦（tiáo）鲿
（cháng）和鰋（yǎn）鲤。以它们
来祭祀祖先，求得福祉永久绵延。

从三国东吴的薛综、西晋的
陆机到北魏写《水经注》的郦
道元，都一致认为鲔是
从长江的支流一路北
上，最终抵达洛阳龙门。
清代学者段玉裁在为《说文解
字》作注时认为言之成理，“不然
鲔出江中，何以西周能荐鲔也？”
可见在河流丰沛、水系发达、南
水自然北调的先秦时期，在洛阳
目睹鲟鱼实在不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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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没有后代那么明确的“门纲目
科属种”生物分类，一个“鲔”字或“鱏”
字，代表的并不仅仅是长江里的白鲟，
而是外形类似、分布广阔的多种鲟鱼。
当鳇鱼只在北方出现、鲟鱼只在长江生
存的时代到来，当人们终于意识到长江
白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保护动物时，长
江白鲟这个物种已经踪迹难觅。

古代并非不知道生态保护，先秦
古籍《吕氏春秋》里就曾说“竭泽而渔
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再聪明的古
人，恐怕也想不到两千多年后人的数
量会那样大、人的机械会那样发达、人
的需求又会那样多。

长江白鲟在上亿年里曾经躲过了
无数次地球灾变，但自从人类文明几
万年前兴起以来，它们或是被用作祭
祀祖宗、或是被拿来填充口腹、或是被
医生开入处方、或是被渔夫网捞猎捕
……2003年之后，长江白鲟再也没有
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

长江白鲟的命运，充分证明了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分子，
与其他物种是否和谐相处也是人类自身
存亡的关键。白鲟在引起一片惋惜声的
同时也是必要的警醒，提醒人们在好不
容易才拥有大熊猫的同时，不要忘了如
今只存在于诗画中的白鲟。 文/启凌

先秦古籍：
鲔即是鲟

汉朝以后：
鱏即是鲟

西汉贾谊的《吊屈原文》里，
有“横江湖之鳣鱏兮，固将制于
蚁蝼”的句子。这么大的鱏鱼，极
大可能只会是长江里的白鲟。而
到了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
字》里只有“鲔”字、“鱏”字而无

“鲟”字。鲟，只是“鱏”后来才有
的写法。

西晋时，名臣张华作诗“玄
鹤降浮云，鱏鱼跃中河”，此时已
经习惯用“鱏”不用“鲔”，今天的
鲔鱼也再没有长鼻子。南朝时庾
信的父亲庾肩吾赋诗“海鸥时出
没，江鱏乍噞喁”，可见鲟鱼多半
已经只在长江流域常见。唐代沈
仲昌写“江南仲秋天，鱏鼻大如
船”，宋代王安石写“白沙眠騄
骥，清浪浴鱏鱼”……南北朝以
来的一千多年里，鲟鱼都在诗人
的眼里翻腾出没。

到了明朝徐熥写“霜侵远渚
鲟千尺，月照寒芦雁一声”时，

“鲟”已经取代了“鱏”的写法而
存在。

近代以来：鲟将不鲟

今年3月26日，人们在湖北宜昌向长江中放流中华鲟。当
日，地处长江上中游接合部的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
区举行增殖放流活动，5100尾中华鲟被放流入长江。此次放
流活动共向长江投放体长95厘米至115厘米的大规格中华鲟
100尾、20厘米至30厘米的中华鲟5000尾，对改善和优化长江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在采访发现，成都近期宠物
中暑案例增多。“上周连续高温
的那几天，医院每天都有狗狗中
暑的病例，还有一例死亡病例。”
瑞派宠物医院（锦江畜科店）院
长刘超对记者说。

高温天气，每天都有中暑患犬

夏天狗狗中暑的病例不在
少数，刘超表示：“我们分院拿我
接诊的病例来说，上周几乎每天
都会接收一例，有的是下午来，
有的是晚上急诊来。”

记者拨通新瑞鹏宠物医疗
集团在线问诊电话，接通电话的
线上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每天
都会收到6-10通与急救中暑狗
狗相关的线上问诊电话。

记者了解到，犬比人更容易
中暑，尤其是短鼻子短腿犬，比
如斗牛犬、松狮犬等，这是因为
狗狗的汗腺非常少，只分布在脚
垫、鼻镜。并且犬只能通过呼吸
和分泌大量的唾液来完成散热，
所以一旦环境中的温度过高，犬
的蒸发散热效率会大打折扣。

狗狗中暑会有哪些症状？

若是发现狗狗目光呆滞、呼
吸急促、口龈发红、大量流涎，可
以初步判断为中暑。如果狗狗的
体温长时间超过正常体温的上
限（39.5℃），出现精神沉郁、步
态不稳等情况，那就可以直接判
断为中暑。

“我以前没想过狗狗中暑是
一件那么可怕的事儿。”市民谭
女士对记者感叹。6月她们带着
一岁多的拉布拉多到乡下摘李
子，平时特别粘人的狗狗，二十
多分钟都没有回来，谭女士意识
到不对劲，上坡查看后发现，狗
狗精神萎靡，趴在树下一动不
动，眼皮都是耷拉着的。她赶紧
叫来两位男士帮忙把70多斤的
狗狗抬到坡下的屋子里。回到室
内后，环境温度凉快了许多，她
还给狗狗身上洒水降温，但是效
果并不明显。谭女士听了亲属的
建议，给狗狗喝两罐藿香正气液
并补充一些水分，二十多分钟
后，狗狗慢慢恢复了精神。

如何给中暑犬紧急降温散热？

记者采访多家宠物医院整
理出急救方法：

首先，需要把狗狗转移到阴
凉通风的环境中，保持狗狗气道
通畅。如果发现患犬有饮水的意
愿，可以尽量多饮水。此外，还可
以使用凉水或酒精浸泡的毛巾
对患犬的耳内侧、颈背部、腋下、
腹股沟进行擦拭，配合风扇加快
散热效果。

若有条件，家长可以将患犬
转移到20℃-25℃的水中，保证
头面部露出水面，以此促进热量
的排出。切忌，不要用冰水、冰块
等对患犬进行降温，过低的温度
虽然可以快速降低体表温度，但
是也会促进体表血管的收缩，进
而减少患犬体内热量排出。低温
还可能会让狗狗因寒冷出现骨
骼肌战栗，肌肉的颤抖反而增加
了患犬体内的热，恶化了病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胥婷

长江白鲟灭绝
下一个会不会是中华鲟？
专家：可以基本确保中华鲟不走白鳍豚灭绝的老路

小心高温天气宠物中暑！

狗狗也会患
“热射病”

你好！“土豆”
天问成功获取

中国首幅“火卫一”图像

进化两亿年的“超长
待机”物种为何集体走
向濒危

据IUCN最新更新的物
种红色名录，鲟鱼仍是“世界
上最受威胁的类群”：全球现
存的26种鲟鱼均面临灭绝威
胁，约2/3的鲟鱼种群处于极
度濒危状态。为此，红色名录
同时提升了七种鲟鱼的保护
等级。

“鲟鱼已经在地球上生
活了两亿年，与它同时期的
许多物种都灭亡了，为何‘活
化石’们在短短几十年内集
体走向濒危，这很值得研究，
更值得人类警醒。”鲟鱼专
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
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全国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庄平说。

以白鲟为例，这是中生
代白垩纪残存至今的古代鱼
类之一。在我国有“千斤腊
子，万斤象”的说法。“腊子”
指的是中华鲟，“象”指的是
长江白鲟。在史料记载中，最
大的长江白鲟可长到七米多
长、重千斤以上。

为何“超长待机物种”迅
速走向灭亡？庄平认为主要
有两大主要原因：栖息地的
破坏和过度捕捞。一方面，人
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导致
的原有栖息地不再适合鲟鱼
生存；另一方面，几十年前，
鲟鱼是全球渔业的重要捕捞
对象，鱼类资源的补充速度
跟不上捕捞强度，导致所有
种群大幅衰退。

上世纪70年代，长江白
鲟一年的捕捞量在 5 吨左
右，仅仅 30 年后就踪迹难
觅，其消失速度之快令人叹
息。它的最后一次“露面”是

在2003年大年初一，中国水
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
科学家救助了一条长江白
鲟，然后将其放生并跟踪。但
随后，船触礁，被放生的白鲟
电波信号也消失不见。

善待自然，长江生态
修复静待“奇迹”产生

曹文宣说：“白鲟在长江
急剧减少，几乎和白鱀豚的衰
退过程一样。”不过，他认为，

“严格来说，一个物种绝迹50
年才能‘判死刑’。”庄平也表
示，目前白鲟是否真正灭绝，
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鱼和人一样，需要有东西
吃、有地方住，才能存活，特别
是对于白鲟这种处于长江水
生生物系统金字塔顶端的生
物。为此，营造一个各个生态
位上的生物都能找到“口粮”
的健康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长江流域分布着4300多
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
种，长江特有鱼类170多种；
拥有白鱀豚、白鲟、中华鲟、
长江鲟、长江江豚等国家重
点保护水生生物12种。2020
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长
江十年禁渔计划。庄平说，淡
水鱼一般四到五年达到性成
熟，十年时间意味着可以让
两代以上的鱼类得到休养生
息的机会。

另外，鲟鱼专家还将目
光投向了与白鲟同属的匙
吻鲟，期望从它们身上找到

“复活”白鲟的秘码。长江白
鲟有机会“复生”吗？比如，
6000万年前就已灭绝的腔
棘鱼，1938年在非洲南部重
新被捕捉到。只要我们善待
自然，自然也不会吝于还我
们以“奇迹”。

白鲟被宣布灭绝后
“淡水鱼王”还有机会“复生”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7月21日晚发布全球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长江白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这不是“中国淡水鱼之王”
白鲟首次被下达“灭绝通知书”。两年前，一篇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表的一篇论文称，预计2005年-2010年时白鲟已经灭绝。

著名鱼类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文宣认为，严格来说，一个物种绝迹50年才能视作灭绝。照这个标
准，我们和白鲟也许仍未到“说再见”的时候。比如，比白鲟更早“绝迹”的长江鲥鱼，至今仍未宣布其灭绝。不少鲟鱼专家表示，他们仍然心怀希
望，期盼有一天白鲟会重新在长江中嬉戏，“一个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两亿年的物种，其生命韧性是值得期待的”。

7月23日，在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成功发射两周年之际，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
制的天问一号火星环绕器拍摄
的中国首幅“火卫一”图像正式
发布。

该图像是天问一号火星环
绕器携带的高分辨率相机拍摄
的。图像中火卫一看上去像极了

“土豆”，表面布满了大大小小形
状不一的陨石坑，形貌完整、细
节清晰，首次近距离获取了火卫
一的第一手科学数据。为科学家
开展火卫一地形地貌、运行规律
等研究提供了珍贵数据，为我国
行星探测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华社）图据国家天文台

西晋：“鲔即鱏（xún）也，
似鳣而长鼻，体无鳞甲”

唐 ：“江南仲秋天，鱏鼻大如船”
宋：“白沙眠騄骥，清浪浴鱏鱼”
明：“霜侵远渚鲟千尺，

月照寒芦雁一声”

到了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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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命生 究课

长江里曾经生活着三种
鲟鱼——白鲟、长江鲟和中
华鲟，目前前两者被 IUCN
宣布灭绝和野外灭绝，下一
个会轮到中华鲟吗？

“中华鲟的情况确实不
容乐观。”庄平表示，“我们已
经5年没有在长江口监测到
野生中华鲟的踪迹了。”

距离上海 2800 公里的
长江上游金沙江段，是中华
鲟重要且几乎唯一稳定的

“产房”。在气候变化与人类
活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中
华鲟不得不沿长江顺流而下
寻觅新的产卵场。从对中华
鲟的科学监测来看，2015年
春夏，长江口曾出现大批中
华鲟幼鱼，此后难觅踪影。这
意味着，中华鲟寻找新“产
房”的过程或许并不顺利。

人工繁育是保持鲟鱼种
群的重要手段，好在中华鲟

已经走通了人工繁殖之路。
30多年来，国内多个机构共
放流中华鲟 700 万尾以上，
且还在继续放流之中，补充
了中华鲟的野外种群。庄平
表示，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
技术还需要大量深入研究，
一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
解决，“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
太少太少”。

研究人员表示，珍稀特
有物种的恢复十分艰难，他
们仍在与时间赛跑，尽量缓
解野生资源衰减对中华鲟
种群繁衍的不利影响。

“目前，长江珍稀鱼类保
育中心连同配套建设的中华
鲟精子和组织细胞储存库运
行日趋良好。可以基本确保
中华鲟不走白鳍豚灭绝的老
路，物种永远延续。”中华鲟
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李
志远说。据文汇报、科技日报

图据清刊本
《毛诗名物图说》

图据清刊本
《山海经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