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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开化县， 生境类型丰富， 植被类型多样， 保存有我
国亚热带东部地区少见的大面积天然阔叶林， 同时分布着两种亚热带常见的人工林： 杉木林和油
茶林， 它们与其他植被共同维持着该地区较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照片示： 部分亚热带植物。 １． 高粱泡的果； ２． 厚皮香的叶； ３． 黄山花楸的果； ４． 波叶红果树的果； ５． 麂角
杜鹃的花； ６． 八角莲的叶。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１３７１～１３８１ 页钱海源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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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ｎｅｕｐｌｏｉｄｙ ｉｎ ｐｌａｎｔ ……………………………… ＺＨＵ Ｂｉｎ， ＴＩＡＮ Ｇｕｉｆｕ， ＨＥ Ｌｕｙｉｎｇ， ＬＩ Ｚａｉｙｕｎ （１４０４）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１．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ｓ； ２．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３．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ｏｒｂｕｓ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４．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ｎｖａｅｓｉａ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ｕｎｄｕｌａｔａ； ５．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６．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ｂｙ
ＱＩＡＮ Ｈａｉ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３７１－１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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