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昆虫研究的这些年 ! 李利珍最

大的迷惑是! 总有人问他 ! 这个研究

有什么用" 去年 ! 他的学生在上海动

物园发现了上海的新种隐翅虫 ! 他被

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 #这种研究有

什么用$% 李利珍的回答是& '研究哪

有什么有用没用啊 % 说不定哪一天就

有用了!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

还看不到用处在哪里而已%(

生命科学发展至今 ! 分子生物学

和遗传学的发展使得每一种生物的基

因组都可以被完全解析 % )确实 ! 新

科技术的出现对物种研究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但李利珍说! 分类学至今

仍然主要用传统的 #形态分类 ( 法 !

以设立的模式标本作为物种鉴定的依

据! 基因测序目前只是辅助手段%

#掌握 * 运用分子生物学相关技

术! 也许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 但要

掌握传统的分类方法 ! 也许花上三五

年才算刚刚入门%( 李利珍说! 这也让

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 ! #对年轻人来

说! 做我们这一行 ! 出成果太慢 ! 整

个过程也太辛苦%( 在目前的考核体系

下! 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主要还是看论

文和项目的多少 ! 不少年轻人也因此

不愿意从事分类学研究%

让李利珍欣慰的是 ! 虽然自己的

研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冷门方向 !

但最近几年! 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的

重视和扶持力度的加大 ! 他的课题组

也感受到了 #春风(%

#这两年 ! 我们的研究条件改善

了! 过去八年中 ! 国家级课题经费总

量也有了 !"" 多万元 ! 这已经够多

了%( 李利珍告诉记者! 国外对于昆虫

分类的经费投入非常少 ! 因为 #他们

的分类学研究已经盘整得很清楚了 !

但是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太晚 ! 欠账

太多%( 不过! 他也坦言& #经费够用

就可以了! 在深山老林里采样 ! 再多

的经费! 工作还都得我们自己做 ! 该

吃的苦! 也都得自己吃%(

但是 ! 中国的昆虫分类学需要有

人研究! 李利珍希望更多青年学子能

够体会到昆虫分类学 #苦中有甜 ( 的

一面! 带着强烈的兴趣加入 ! 不断壮

大这支研究队伍%

八年 !"" 万元左右科研经费已是很大的进步

!本报记者 姜澎

今年 # 月的一天 ! 上海师范大学

徐汇校区生物系李利珍教授狭小的办

公室里! 放着一份上海海关派人送来

的急件& 小小的纸箱里 ! 装着数百个

报纸包裹的薄薄三角包 % 李利珍小心

地剥开报纸! 只看了一眼就立刻认出!

这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三尾凤蝶%

一个收音机大小的纸盒里装着 $"" 多

头三尾凤蝶标本 ! 这是 ,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 明文禁止交易

的保护动物! 根据规定! 仅仅捕 !" 头

就已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了 % 李

利珍慎重地写下了鉴定结果%

没过多久 ! 李利珍又接待了一对

从宝山区赶来的老夫妇 ! 他们在家中

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小虫 ! 担心不

明昆虫 #入侵(! 引发家庭虫灾% 夫妇

俩从报纸上听说李利珍是 #研究虫子(

的! 专程来此请他来鉴别一下 % 李利

珍看了看他们掏出的小玻璃瓶 ! 耐心

地解释道! 这些虫子只不过是偶尔从

窗外飞进屋的! 无法在室内安家落户%

他还翻出自己收集的昆虫数据库 ! 两

位老人看过小虫的 #身世(! 放心地走

了%

#这不是我的日常工作状态 ! 只

不过今天碰巧有人来咨询 % 平时大多

数时候! 我这间办公室都很安静%( 李

利珍一边整理着桌上的资料 ! 一边告

诉记者%

如果不说 ! 谁也看不出 ! 李利珍

是为上海盘点昆虫家底的人 ! 他最主

要的工作是研究隐翅虫 ! 他的团队在

上海陆续发现的两个隐翅虫新种已被

列入了世界昆虫名录%

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 ! 李利珍

已坚守了近 %" 年 % #我们的工作是

昆虫分类学! 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

实际的用途 %( 而正是这份 #看似没

有用的工作 (! 帮助我国的昆虫名录

得以建立%

人类对动物的了解程度! 似乎与

动物的个头成正比! 要不就是和人类

的亲近程度或对人类的危害程度有着

正相关关系% 昆虫也是如此! 大如战

神大兜虫* 大锹甲这类 #大块头(! 虽

然并非生活中常见昆虫! 人们却对它

们有详细的分类和研究% 但大多数昆

虫世界的 #居民(! 因为远离人类视线

而很少被关注! 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连

#户籍( 都没有% 而李利珍就是为它们

建立户籍和档案的人%

李利珍最初的专业并非昆虫分类!

而是植物保护% 由于植物保护离不开

病害与虫害的坚定! 李利珍在研究植

物时发现! 我国的昆虫分类基础非常

落后! 在鉴定物种时! 既找不到相关

参考资料! 甚至连核对种属的模式标

本都难以找到% 曾经! 他为了鉴定一

种造成植物虫害的昆虫物种! 满世界

找该物种的模式标本! 最终在英国的

一家博物馆找到了%

在昆虫分类学领域待的时间越长!

李利珍的感觉越明显! 中国昆虫分类

研究起步太晚! 不论是所谓的益虫还

是害虫! 都缺乏分类学研究% 在欧洲!

从 &'() 年林奈建立分类系统后! 就开

始有了昆虫的分类研究 ! 迄今已有

!"" 多年历史了 % 严格意义上说 ! 中

国的昆虫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 由一批海外留学回国的老科

学家推动了一些工作的开展! 迄今仅

几十年历史% #在昆虫学界! 大多数

中国的物种都是被外国人所记载! 模

式标本也大都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

李利珍告诉记者! 据目前记载! 全世

界已记录在案的昆虫有 &"" 多万种 !

其中中国约有 &" 多万种! 而这 &" 多

万种昆虫中! 约 )"*是由外国学者命

名的%

#虽然这些昆虫中的大多数! 在

我们一生中都很少有机会与之碰面 !

但它们究竟和人类有什么关系! 在生

态系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我们

必须弄清楚的%( 李利珍举例说! 家蚕

和蜜蜂在被驯化成与人类相互依存的

经济物种前! 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会对

人类有何意义% 包括现在! 科学界已

经从一些昆虫中提取可利用的抗病物

质! 这些工作都必须以昆虫分类的深

入研究为基础%

自然界的任何一个物种都处于生

态链和食物网中! 某一个环节出了问

题! 生态网络系统都会产生波动% 他

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被认为危害植

物的毛虫! 一旦被人类灭绝! 也会引

起食物链的变化 ! 导致生态链巨变 %

#我们很难凭想象来断定某个物种对

这个世界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要对昆虫有清晰了解的原因 %( 李利

珍说%

李利珍一年包括节假日在内的大

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度过 ! 不论大兴安

岭还是西双版纳!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翻开他的相册 ! 除了昆虫照片 ! 还有

不少高山小溪流水的照片 % 他的太太

赵梅君也是昆虫分类学家 ! 假期空闲

时! 夫妇俩常会背着帐篷一起到野外

采集昆虫标本 ! 李利珍实验室里的馆

藏标本有不少就是他们一起采集的%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浪

漫%( 李利珍坦言! 虽然夫妇俩确实喜

欢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 ! 带回来细细

研究! 但真实的采样工作却没有照片

上看起来那么美好%

就在不久前 ! 李利珍带着学生结

束了在西双版纳的昆虫采集 ! 办公室

桌上! 正摆着两人西双版纳之行的合

影! 只见他和研究生从头到脚都包裹

得严严实实% 因为 ! 在热带森林里寻

找昆虫! 首先就要防虫 % 越是人少的

地方! 发现新物种的可能性越大 ! 当

然 ! 遇到有毒昆虫的概率也就越大 !

甚至马蜂* 蚂蝗钻到裤腿里也是常事%

#毒虫可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只要有一

丝缝隙! 就会钻到你的衣服里%( 李利

珍说 ! 在野外采样 ! 哪怕气温超过

%"! ! 全身也不能有皮肤露在外面 !

手套必须戴好 ! 连裤腿都要扎紧塞进

高帮防雨鞋里%

李利珍带着五名学生去长白山地

下森林采集昆虫时 ! 再三叮嘱学生不

能离开栈道超过 &"" 米的距离 % 而那

次! 他自己却脚踩着 !" 厘米厚的落叶

弯腰寻找昆虫 ! 越走越远 ! 等反应过

来! 栈道早就不见了 ! 森林里连手机

信号都搜索不到 % 后来 ! 李利珍根据

经验! 判断出了大致方向 % #在森林

里必须沿着一个方向走 ! 并且沿路要

做记号! 不能兜兜转转 % 我沿着同一

个方向走了整整三小时 ! 终于找到了

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 ! 再沿着小路 !

总算走到了公路边 %( 等手机有了信

号! 他才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和自己的

学生联系上%

!本报记者 张鹏

从 # 岁踏上绿茵场的第一步算起!

东华大学大三学生王敏杰已与足球整

整结缘了 &( 年% 除了踢足球! 他还转

型成为一名足球裁判员% 在首届中国

.上海 / 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

上! 王敏杰作为一名校园足球小将征

战赛场0 今年! 在刚刚开幕的 !"&) 中

国 .上海/ 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

赛上! 身穿黑色裁判员服装的他 ! 成

为一群大学生裁判的代表1

足球是王敏杰人生中最重要的标

识! 亦是其最好的朋友% )这位朋友(

让他拥有健康的体魄 * 灵敏的思维 !

更大大延伸了他的生活空间% 王敏杰

自豪地向记者说& )足球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 让我开拓眼界* 收获友谊!

更带给我永不言败* 时刻向前的不竭

动力%(

从足球小将到绿茵裁判

王敏杰与足球的缘分 ! 要追溯到

小学一年级% 父母为了让王敏杰强身

健体! 便给他报名了小小足球训练营%

小学时! 王敏杰白天上文化课! 放学

后雷打不动地到足球场上参加训练%

在球队里! 王敏杰的位置是中后

卫! 踢球以 )凶狠( 著称! 是教练员

眼里的绝对主力% 因为技艺精湛 ! 初

二时! 王敏杰还入选了国家青少年足

球队% 现在不少 )上港队( 队员 ! 都

是王敏杰儿时一起踢球的小伙伴%

为了换一种角度看足球比赛 ! 初

三时! 王敏杰在上海足球协会官方网

站上报名足球裁判员的资格考试 % 如

今的王敏杰已晋升为 )预备国家级裁

判(! 仅今年上半年! 他至少已经执裁

了 (" 余场专业级足球比赛%

足球带来更多精神财富

)别看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恣意

奔跑的样子很帅气! 背地里我们可没

少吃苦%( 王敏杰笑笑说! )所谓 2台

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3! 对于体育运

动何尝不是呢"4(

王敏杰记得! 有一年暑假期间外

出比赛 ! 由于比赛场地是人造草皮 !

地表温度很高5 才踢了半场球! 王敏

杰就发现自己球鞋旁边的胶水晒化了%

一场比赛下来! 脚底磨出了许多血泡!

他忍痛要求队医将血泡扎破并进行消

毒! 贴着几个创可贴继续比赛% #伤

口和鞋子一接触那叫钻心的疼! 一场

比赛下来血渍已经流出来了! 血肉和

袜子也黏在了一起! 再次处理伤口是

个更加难忍的过程%( 不过好在最后夺

冠了 % 王敏杰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

#慢慢的! 这些伤口变成了老茧! 它们

让我知道成功是不易的! 锻炼了我坚

韧的品格和拼搏精神! 这才是足球带

给我的快乐和幸福%(

王敏杰说! 足球踢得好的学生并

非 #头脑简单 * 四肢发达 (! 恰恰相

反! 只有思维敏捷的运动员! 才能在

球场上 #眼观六路(! 更好地组织队友

进攻% 一直与足球相伴的王敏杰 ! 学

习从不落下 % 如果遇到外出比赛季 !

回到上海后! 他都会拿着教科书和练

习本! 每天跑到老师办公室里主动要

求补课% #遇到不会的题目我一定要

弄懂! 这种较真的性格也是在足球场

上练出来的 %( 因为他的努力 ! 高考

时! 王敏杰被东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录取%

足球延展了生活空间

六年级时! 王敏杰第一次随队赴

韩国参加中韩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 此

后! 王敏杰的足迹踏遍了亚洲* 欧洲*

北美洲等不少国家! 领略到了丰富多

彩的异国足球文化%

每到一处 ! 停留的时间虽不长 !

但与不同国家的小伙伴交流踢球心得!

让王敏杰对青少年足球训练体制也有

了更深了解% 比如! 德国的足球队都

是从校园里选拔优秀的足球苗子 ! 他

们每周在学校训练三次! 自己在业余

时间每天到健身房锻炼身体! 学习和

足球两不误% 日本的青少年足球训练

体系也很完善! 全日高中生足球联赛

的决赛观众多达四万多人%

成为足球裁判后! 王敏杰接触到

了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裁判朋友 !

#大家都是兼职做裁判! 有的是做生意

的老板! 有的是修车小工%( 正是在这

样的历练中! 王敏杰练就了 #孩子王(

的阳光个性! 老师* 同学和队友都喜

欢与他交流! 这也让曾经的足球小将

在自己的足球世界里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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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 !"年为地球!迷你居民"编户籍
看似!无用"的冷门研究方向#却为国家赢得物种命名权

这些和人类从未谋面的 !地球居民 "#

它们的世界也需要被了解

做研究并没有!有用"和!无用"之分

让更多孩子学会!两条腿走路"

上海校园足球确立!四纵四横"立体化竞赛体系#足球小将
集结成为!上海校园足球精英队"征战绿茵场$$$

一批上海大学生担纲今年青足赛裁判员# 东华大学大三学生
王敏杰说$$$

!足球教会我永不言败# 时刻向前"

!本报记者 郝梦夷 张鹏

#我喜欢足球!更喜欢和我踢球的

那帮兄弟% (烈日当空!却挡不住少年的

热情! 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少年们在上

海的绿茵场上驰骋! 其中! 一支由大同

中学和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组成的

#上海校园足球精英队(颇为夺人眼球%

连续四年参加中国.上海/国际青

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上海校园足球精

英队从小组赛落选! 到去年挺进四强!

他们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也是上海校园

足球蓬勃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上海校

园足球确立了#四横(#四纵(的立体化

竞赛体系!构建了多位一体的校园足球

保障框架%一批又一批足球精英从校园

里走出!实现他们的绿茵梦想%

沪上校园足球体系完善 # 培
养足球天赋小将

让读好书的人会运动 ! 让有运动

天赋的孩子读好书% !"&! 年! 上海市

校园足球联盟成立! 为的就是在校园

里培养有智慧* 会踢球的球员%

#!"&$ 年! 我们学校就参加了杨

浦区 2同育杯 3 百班百场足球联赛 !

联赛规模不断扩大! 从一开始只有十

几支队伍! 到现在四十多支队伍 % 每

到比赛! 整个运动场上充满了运动员

的对话喊叫与啦啦队的鼓劲声%( 同济

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阮为介绍 ! 百

班百场足球联赛分为校际班级对抗赛

和校内班级对抗赛! 每届联赛按小学

组* 初中组* 高中组先进行各校的年

级组赛* 班级赛! 再进行校际比赛%

#但凡中午的比赛 ! 我都会出现

在场边! 为我们班加油助威%( 同济大

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二学生* 上海校园

足球精英队 &" 号球员蒋文龙说! #这

让我们更享受校园生活! 也让我的同

学们爱上了踢球%( 来自大同中学的上

海市精英队主教练徐指导认为! 读书

和踢球就像是两条腿 ! 青少年应该

#两条腿走路(! 各不偏废%

经过多年发展! 上海校园足球目

前已确立了#四横(.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四纵(.暑期学生足球赛*校际

联赛 *区际杯赛 *国际邀请赛 /的立体

化竞赛体系 ! 构建了多位一体的校园

足球保障框架% 此外!全市层面还搭建

起 #精英赛 (#联盟联赛 (#联盟杯赛 (

#草根联赛(四类!小学*初中*高中*大

学四级 !+,-+!! 等 && 个组别的赛事

架构%

通过联盟校.特色校.精英训练营.

传统项目学校.校办二线队.市级学生训

练基地 #六位一体( 的课余训练立体推

进格局! 市校园足球联盟发展起 %!)所

联盟校! 在联盟注册的校园足球运动员

也从 %(""多名增加至 $万余名%

正是在这么一片沃土之上 ! 上海

校园精英队有了源源不断的 #生力

军(! 足球技艺也在各项赛事的切磋中

不断提高%

培养好的心态# 才能最终走
向成功

#每一场足球赛都要坚持到最后

一刻%( 大同中学高二学生* 上海校园

足球精英队队员刘君儒在去年全国学

生运动会上 ! 经历了人生的 #惊险 (

一刻 % 那是对阵常州队的背水一战 !

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能小组出线 % 比

赛进行到 '" 多分钟的时候! 刘君儒他

们还 " 比 ! 落后于常州队% 听着场外

对方大喊的& #上海队回家喽4( 刘君

儒不服输! 朝队友们大喊& #别气馁!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 最终 ! % 比 !!

上海队大逆转! 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

利% #而我! 也打进了反超的一粒进

球%( 刘君儒口中满满都是自豪%

#有时!屏住一口气!我们就能成

功了% (蒋文龙觉得!踢一场足球就好像

经历了一段人生! 在人生中遇到的挫

折*成功*痛苦*喜悦!在一场足球赛中

都能经历一遍!#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分

数影响心态!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

在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足球队

教练楼祥宝看来!这次中国 /上海 0国际

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上!上海校园足

球精英队能拿到多少名次并不重要 !

#我更希望孩子们能在比赛中增加经

验*找到差距*提高技术!特别是培养好

的心态!正确面对困难和成功% (

上海校园足球队无论成绩还是理

念在全国都走在前列%但上海校园足球

精英队总教练徐佳最想告诉孩子们的

是! 一场成功的比赛只有技术是不够

的!团队意识以及对战略战术的理解至

关重要%

上海校园足球精英队在此次比赛之前进行团队训练! 袁婧摄

在我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苎麻珍蝶!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