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1、二宝顶
二宝顶属于南岭山脉的越城岭，位

于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童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明竹老山片区，与新宁、广西资
源县毗邻，海拔2021米，是邵阳市境内
第一高峰，湖南省第五高峰，是沅江水
系和珠江水系重要的发源地和分水岭。

2、南山国家公园
去年7月， 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首批
第5个获批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单位，
也是目前我省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单位。该公园将整合南山国家风景名
胜区、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江
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地公
园，以及城步白毛坪乡、汀坪乡部分具
有保护价值的区域 ， 规划总面积为
619.14平方公里， 约占城步县域面积
的四分之一， 集中分布在城步南部山
区。 一直以来少人关注的二宝顶，也由
此进入旅游开发的视野。

3、资源冷杉实现人工繁育重大突破
今年5月10日，位于城步南山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的资源冷杉人工繁育
科研团队宣布，资源冷杉人工繁育取得
重大科研突破 ，已出苗８００余株 ，此举
对壮大资源冷杉种群数量、研究北半球
植物区系发展演变、生物多样性以及冷
杉属植物的系统演化等具有重要科研
价值。据了解，我国资源冷杉的人工繁
育已经开展多年，出芽率一直极低。

一
半
是
火
焰
一
半
是
孤
冷

二宝顶远比想象中的要热闹。 鹿角杜鹃
团团簇簇，山樱花星星点点，火棘花白似雪，
山矾香气撩人，三叶海棠绯红如醉。灼灼芳华
中，最美是云锦杜鹃，轻盈的粉色花簇，如一
束束新娘的捧花，纯洁灿烂……

4月底的一天，天气阴晴不定，我们从城
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进山，皮卡车经过3小时
的山路颠簸， 到达二宝顶所在的明竹老山双
江口水电站。自此以后，便需弃车步行，用双
脚丈量二宝顶的高度。

一同上山的还有兰蓉乡政府的工作人
员，以及县里的几位政协委员，此行目的是为
建设南山国家公园(试点)考察二宝顶。或许是
因为城步旅游资源过于丰富，身为邵阳第一高
山的二宝顶， 此前却从未进入过人们旅游开发
的视线，大家对山上的风物，几乎一无所知。

除了明竹老山的护林员和少数几个兰蓉
乡村民外，很少有人知道通往二宝顶的路。兰
蓉乡中心小学的苗族音乐老师雷学品， 被请
来做向导。雷学品微胖而结实，说话和气，笑
容温暖，尽量照顾着大家的步伐。来回路程预

计有7个多小时，一名护林员负责携带着食物
和水上山，他瘦小精悍，像山里的灌木一样沉
默，但脚步很快。

一路鸟声稠密、 山花缤纷， 渐走渐入佳
境。 见惯了城市绿化带上矮小的锦绣杜鹃灌
丛，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地方，看到第一树高
大丰艳的云锦杜鹃时，众人瞬间为之倾倒。

越往上走，高大的杜鹃树越多，海拔1700
多米处， 靠近山顶的瓦罐窑， 大片平缓的山坡
上， 浅红微紫的云锦杜鹃近乎放纵地倾泻生命
的激情，其间夹杂着浓艳庄重的大钟杜鹃，在这
幽静的深山里，生命鲜妍明媚、生动如斯。

每一株杜鹃都隔着两三米的刚刚好的距
离，既声气相通又不致互相妨碍，仿佛出自最
高明的园艺师之手。然而，即便是皇家园林也
不会有这样的气派，这只能是仙家的山林，随
意点染，已臻化境。此行何等幸运，一年一次
花开，花期不过短短十来天，刚刚好赶上最盛
的时候。 翻阅这二宝顶最美的珍藏， 再三流
连，不忍离去。

在瓦罐窑一处缓坡处， 同行的兰蓉乡政

府工作人员胡淑娟说：“从这里过去几十里就
到我家了。”胡淑娟老家在广西资源县，二宝
顶地处湘桂边境，城步、资源两地通婚互市，
交流频繁， 从前要走个亲戚便需经过二宝顶
下的这条山路。

这山路， 不仅是沟通湘桂人家通婚走亲
之路，也是植物迁徙的走廊。事实上，南岭原
本就是南北植物汇聚之地， 也是杜鹃迁徙扩
散的走廊。 省植物园杜鹃研究所的廖菊阳研
究员说，杜鹃属于高山物种，原产地在喜马拉
雅山脉，我国西南分布最多。

植物没有脚， 依靠风、 昆虫与鸟类而挪
移，并不断发生变异，在漫长的时光里，杜鹃
花一步步翻山越岭而来， 最先进入的也许便
是湘西南地带。二宝顶下，汇聚了数十种杜鹃
花属植物，映山红、光枝杜鹃、多毛杜鹃、云锦
杜鹃、大钟杜鹃、猴头杜鹃……杜鹃花属植物
以千姿百态存在于深山里。

离开瓦罐窑，山顶近在眼前，再往上走，
杜鹃花渐少，禾本科杂草丛生。海拔2021米的
最高点，有巨石盘踞，四野都是茅草，山风激
烈，无处藏身。低头还可隐约看到那片杜鹃花
海，绝美风景总在路上。

� � � � 如果说杜鹃花是二宝顶最美的珍藏，那
么资源冷杉， 这种全球极度濒危的古老孑遗
植物，就是二宝顶怀抱的最大的秘密。

资源冷杉就在我们拜访二宝顶的途中，
在明竹老山海拔1650米到1850米左右的山
顶平台阔叶林里零星残存。“那里很阴森，古
木参天，进去了就没有信号，好多人在里面
迷了路。”向导雷学品虽然在明竹老山转悠，
却从没见过资源冷杉，只道听途说了一些信
息。

知道资源冷杉确切位置的人也许不到10
人， 主要是护林员和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个别工作人员。 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护科的肖辉贵， 正好在不久前爬过二宝
顶，见过资源冷杉。

得他的指引， 在海拔1850米左右的山坡
上，越过一处草坳，钻进一片幽暗的密林，丛
林深处，雾气朦胧，15株左右的资源冷杉就隐
居于此。 这里没有雷学品所说的那么阴森可
怖，但与杜鹃花生长的平缓明亮的坡地相比，
明显要湿凉逼仄些。

最大的一株资源冷杉胸径约16厘米，树
干通直，高近10米，从根部到枝干，附生植物
厚实，连极细的侧枝上都裹着地衣，披垂着长
长的苔藓，侧枝丰富，叶片浓绿，生机显露。

就在这个100多平方米的地方，资源冷杉
成为优势物种，比林中其他植被都更高大，占
据着更大的生存优势， 给这个物种的永续发
展保存着希望。

然而，这确实是一个很狭小的生境。它们
受限于环境和自身的生物性，很难迁移繁衍。

事实上，松科中的冷杉属植物，本应该生
长在北方，而且是北方高寒地带，但资源冷杉
却生长在南方中亚热带原生次生阔叶林中。
它的发现与命名， 因此也成为当时轰动植物
学界的事件。

资源冷杉为何在南方中亚热带生存，这
是一个谜。 植物学界普遍认为， 第四纪冰期
中，冷杉曾在我国东部、南部广泛分布。冰期
过后，随着全球气温回升，山地冰川退缩，中
国东部和南部地区不再适应冷杉栖身。 在漫
长的地质年代里， 少量冷杉在南岭的北侧找

到了适宜的繁衍地，在明竹老山这样的“避难
所”幸存下来。它们在与环境的适应过程中，
不断改变自身，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物种，在山
顶局部湿凉的气候下存活至今。

资源冷杉是孤独的， 它们在南方呈星散
的岛屿状分布， 形成孤立的残遗分布区。目
前，资源冷杉仅在越城岭山脉的舜皇山、明竹
老山、 银竹老山等几处狭窄范围内才有野生
原种分布。 它的模式标本产地为广西资源县
银竹老山， 与明竹老山的同类隔着一道无形
的省界线。

根据林业专家的调查， 资源冷杉目前数
量不足500株，模式标本产地资源县也仅数十
株。 根据明竹老山所在的金童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最新的调查数据， 整个保护区已经查
明的资源冷杉仅20多株。

资源冷杉表现出的生物学特征不容乐
观，它们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生长约30年才
成熟开始挂果，此后每隔3至5年才挂果一次，
所挂球果数量极少，种子发育不良，非常难以
天然更新，种群衰退严重。如果环境改变，气
温继续上升， 现有冷杉群落也许会被其它阔
叶树种代替。

兰蓉乡野，
山梨和山民一道走出大山

平整光滑的磨石， 似乎仍散发着昔
日制作的蕨粑香气， 苗族先民用石板垒
成的祭祀祠前，有人放置了一束杜鹃花。
在山上生养繁衍多年的， 除了繁茂的植
物，还有当地的苗瑶先民。

云锦杜鹃最为集中的瓦罐窑， 曾经
是苗族先民聚居之处。 古屋宅地的形状
仍隐约可辨，瓦罐、陶碗等遗物遗迹不时
可见，先民曾在此挖洞置窑，以泥作具，
建造房屋，瓦罐窑因而得名，沿袭至今。

瓦罐窑西侧， 有溪水长达二三十公
里，名为长溪水，清流不断，掬而饮之，清
冽甘甜。向导说，沿溪而上，曾经住着大
量苗族先祖。 据城步苗族自治县文史办
提供的资料，此地唐宋时期极为繁荣，光
宰猪杀羊的屠桌就有48张， 正月耍龙灯
就有12条。

瓦罐窑东北方15公里， 还有一座石
山，山巅是先民向天王求雨的神殿，后被
当地苗民称为“风雨殿”，至今保留完好。

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主任雷
学业称，唐宋以后，土著苗民大量迁往拦
牛峒（今城步兰蓉乡、白毛坪乡），后又翻
山越岭前往广西资源、龙胜、兴安、湖南
新宁和贵州等地，瓦罐窑人去“窑”空。

人类的迁移显然要比杜鹃花快速得
多，交融与变化更为复杂，失落与新生的
文化传统也就更为繁多。

城步地处南楚百越相交之地， 苗族
先民的主体，是汉代溯沅江而上的“武陵
蛮”。据史籍记载，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
种类似篆体的文字符号。 到了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城步上了年纪的苗族老人，仍
普遍使用一些较为简易的苗文来记工分
或记数。

在二宝顶山脚下的兰蓉乡报木坪
村， 苗族老人江长清至今都能用苗文剪
纸贴春联，每年春节，村里的苗胞都向他
索要苗文对联和剪纸等。

年过古稀的江老， 认真书写了从一
到九十这套完整的苗文数字符号， 热心
地向人们展示这一苗族文化。 然而他的
儿子对此已无甚兴趣， 城步苗文剪纸这
一传统，不知还能留存多久。

苗族先民还曾在山高林密的世界
里，大声地以歌代语，以歌传情，歌声清
亮， 翻山越岭。 穿行在明竹老山的丛林
里， 雷学品老师也是一言不合便唱了起
来。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城步苗乡人还会
举办盛大的山歌节。

只是用苗语演唱的山歌已经不多。
在融合变迁中， 县境内苗民的语言和习
俗与汉族已经没有太大区别。 苗语依旧
在老人间使用， 年轻人大部分已经听不
懂， 雷学品可能是少数几个会唱苗歌的
中年人，然而他在学校里教给学生的，大
多是“流行歌曲”。

仍然有人守在大山里。 在明竹老山
瑶人坪里，还住着最后一户人家。张承跃
和他70多岁的母亲， 住在破败的木房子
里，耕种、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
们有着山里人的淳朴笑容与温和性情，
但是，像冷杉一样，他们无法走出这片狭
小的山区，难以适应外面广大的世界。

更多的苗族瑶族山民已经走出大
山。暮春的兰蓉乡，梨花谢幕梨树挂果，
这里种有数千亩梨树， 这些梨子在二宝
顶山脚下生长， 清脆甜润， 是别处没有
的。而苗乡人早已能熟练使用互联网，通
过电商平台售卖苗乡梨， 同时让自己融
入世界。

世界广阔无垠，大山庇护了人类，但
并不禁锢他们。

边境之地，杜鹃花一步步翻山越岭而来

� � � �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紫山自然保护区，郁郁葱葱的主峰二宝顶。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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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邓启云带领团队利用马来西亚野

生稻与广亲和粳稻种质， 结合全生育期株型
选择，创制了特大穗、高结实与高抗倒的远恢
2号、R900等强优恢复系（父本），与Y58S配组
育成了Y两优2号、Y两优900等超级杂交稻，
相继实现了百亩片平均亩产 926.6公斤和
1026.7公斤，再创高产纪录。

据不完全统计， 自2006年以来，Y两优系
列品种累计推广2亿亩以上，是2010年以来我
国年推广面积最大的两系杂交稻系列品种，
累计新增经济效益280亿元以上，社会效益显
著。

“超级母亲”为什么这么牛
“Y58S经过大量实验育成，精心整合了国

内外4个育种材料的优点。”邓启云说，为了使好
品种能迅速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国内种

业界可以免费使用Y58S， 但要求品种署名Y两
优，这是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在今年初中国农学会举办的成果评价会
上， 专家们认为， 项目组实现有利多基因累
加，创制了不育起点温度低（低于23.0℃）、制
种安全、可繁性好、株型理想、配合力高、抗逆
性强、异交结实率高的光温敏不育系Y58S，发
明了一套精细严格的光温敏不育系核心种子

提纯与原种保真繁殖技术， 保证了两系杂交
稻的安全生产， 系列成果在两系杂交稻育种
领域居国际领先水平。

成功背后， 艰辛自知。“别人在家里吹着
空调的时候， 我们却要在大太阳下观察水稻
开花。连伞都不能打，打了伞就看不清。”邓启
云说，因为候鸟式的水稻育种研究，团队里很
多研究人员春节常常不能与家人团聚。

“超级母亲”育出95个两系杂交稻品种

高山褶皱里，残存20多株全球极度濒危的资源冷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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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暮春，在杜鹃鸟的啼声里，各种杜鹃花几乎从山脚一直开
到二宝顶山顶，映山红艳红、云锦杜鹃胭粉、大钟杜鹃浓紫、猴
头杜鹃粉白……杜鹃花没有脚， 却在漫长的时光里弥山亘野
地蔓延。

海拔1800左右的高山褶皱里，20多株资源冷杉幽居于
此，湿凉的空气中，它们全身披挂着苔藓、地衣与石韦，如同深

山隐者。它们被这个狭小的生境居留、袒护，也为自身与环境
所限，离它们最近的同类，就在一道省界线外。

湘桂边境，屏障番起，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二宝顶上，
杜鹃如火，冷杉孤寂，南北植物交流频繁，湘桂人文亦翻山越
岭、互通无碍。山上原本为苗民聚居之地，如今已全数迁走，带
着先民古老的记忆散居各处，与山外世界融和无痕。

热烈与冷寂，留守与出走，大山庇护的植物与人有着不同
的命运与多元的面貌。

� � � �主峰二宝顶下怒放的高山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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