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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属植物中孑遗和特有现象十分突出ꎬ 是研究我国第四纪冰川时期植物区系与气候变迁的 “ 植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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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 ꎬ 其天然化学物质的成份和作用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ꎬ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ꎮ
照片示: 广西银竹老山资源冷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源冷杉ꎮ １. 资源冷杉植株和球果ꎻ ２. 资源冷杉大孢
子叶球 (雌球花)ꎻ ３. 资源冷杉小孢子叶球 (雄球花)ꎮ 封面的照片 １ 和照片 ３ 由胡兴华拍摄ꎬ 照片 ２ 由段云博拍摄ꎮ (相关内容
详见本期正文 ６６３~６７２ 页段云博等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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