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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绿绒蒿是高山花卉中的佼佼者ꎬ 花大、 姿美、 色彩艳丽ꎬ 大多数全株被刺毛、 硬毛或柔
1
毛ꎬ 仿佛穿上了御寒的毛衣ꎬ 因而获得了 “ 绿绒蒿” 这个雅称ꎮ 每当积雪融化、 百草吐芳的春夏季
7
节ꎬ 绿绒蒿就在雪原高山上开放了ꎬ 铺展四周的绿叶似起舞少女的衣裙ꎬ 优柔曼长的花葶犹如少女
2
的身姿ꎬ 半俯微垂的花朵恰似少女温情的面庞ꎬ 娴雅有情ꎮ 绿绒蒿看似娇柔ꎬ 弱不禁风ꎬ 实则刚强ꎬ
4
3
5
6
它耐干旱、 耐贫瘠、 耐严寒ꎬ 在海拔 ５ ０００ ｍ 以上的流石滩上ꎬ 亦能昂首挺立ꎬ 迎风绽放ꎮ 凡是领
略过她芳姿的人ꎬ 无不为之倾倒ꎮ
照片示: 部分代表性高原药用植物ꎮ １. 锥花绿绒蒿ꎻ ２. 单叶绿绒蒿ꎻ ３. 藏南绿绒蒿ꎻ ４. 总状绿绒蒿ꎻ ５. 藿香叶绿绒
蒿ꎻ ６ꎬ ７. 多刺绿绒蒿ꎮ ( 照片 １、 ２、 ３、 ５ 由兰小中教授提供ꎬ 照片 ４、 ６、 ７ 由袁芳提供ꎬ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９０２ ~ ９０９ 页袁芳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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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１.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ꎻ ２. Ｍ. ｓｉｍｐｌｉｃ￣
ｉｆｏｌｉａꎻ ３. Ｍ. ｚａ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４. 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ꎻ ５. Ｍ. ｂｅｔｏｎｉｃｉｆｏｌｉａꎻ ６ꎬ ７. 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ａ.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１ꎬ ２ꎬ
３ꎬ ５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ＬＡＮ Ｘｉａｏｚｈｏｎｇꎬ ａｎｄ ４ꎬ ６ꎬ ７ ｂｙ ＹＵＡＮ Ｆａｎｇꎻ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ｂｙ ＹＵＡＮ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ａｇｅ ９０２－ ９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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