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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海棠属 （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是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类群之一， 为被子植物第六大属， 已知
１ ８００余种。 近年来大量新种不断被发现发表， 使其成为全球种类增加最快的植物类群之一，
预计最终为２ ５００种左右， 且自然杂交发生频繁， 是研究物种形成和多样性极佳的材料。 该
属主要分布于亚洲、 美洲和非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我国辽宁凌源县为该属分布的最北端，
从近海平面到３ ５００ ｍ 左右的高山皆有分布， 常生长在山区溪流两侧或瀑布旁、 石灰山石壁
或陡坡、 洞穴内及洞口， 罕见树生种类。 环境多阴凉湿润、 少干燥。 中国是仅次于巴西产秋
海棠种类最多的国家， 目前已知种类约 ２００ 种 （ 不含种下类群及自然杂种） ， 分布广， 北至辽宁凌源县、
南到海南岛、 东至台湾、 西到西藏， 其中以云南和广西分布最多， 但国产秋海棠属的资源仍远未调查清楚， 预计实际种类在
２５０ 种左右， 约占全球该属种类的 １０％。 国产秋海棠的花色多样， 有白、 粉红、 红、 橙红、 淡绿、 黄等颜色。
照片示： 秋海棠属植物多样性。 １． 丝形秋海棠的雄花； ２． 丝形秋海棠的雌花； ３． 粗喙秋海棠的雄花； ４． 粗喙秋海棠的雌花； ５． 盾叶
秋海棠及其生境； ６． 全柱秋海棠； ７． 全柱秋海棠的雌花； ８． 橙花秋海棠的雌花。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１１５３～１１６０ 页赵斌等的文章）。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ｇｏｎｉａ． １．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Ｂ．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２．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Ｂ．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３．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Ｂ．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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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ｔｙｌａ； ８．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Ｂ． ｃｒｏｃｅａ． （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ｂｙ ＺＨＡＯ 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１５３－１１６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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