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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当代，利于千秋：
祝贺《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出版问世！
张知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当今世界，全球变化是世界各国关注的话题。人口爆炸、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等给人类的生
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评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十分必要。
过去，人们主要依靠冰心、年轮、化石、花粉、石笋、树轮、沉积物等代用资料来了解和重建过
去的历史环境变迁。而历史资料作为古代人类亲眼所见的事实资料对于研究古代气候和环境变化
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但由于世界上具有长期、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较少，加之古文对大多数现代
人来说艰涩难懂，给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历史资料的价值和使用一直没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挖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十分悠久、辉煌和灿烂的文明史。我国历朝历代都有编
撰历史的优良传统，文献种类繁多、浩如烟海。我们古代的先人很早就开始记录并关注一些重大
的人文、自然和社会事件，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代朝代更替、气候变化、环境变迁、文化传
承等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这些重大事件分散在大量的史料中，给研究这些事件带来了
不便。于是，有学者就根据特定的需求或分类条目对原始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编撰。古代的编著有
距今数百年之久的《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等。近代有：陈家祥（1936）
《中国历代蝗患之
记载》；陈高傭（1939）《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近期有：文焕然（1995）《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
动物变迁》，文榕生（2009）《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张德二（2004）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
录总集》，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王淑纯主编）
（1981）
《中国鼠疫流行史》等。
根据对前人历史资料的整编和分析，我国在气候变化、生物灾害发生及动植物分布规律研究等方
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例如，竺可桢（1972）发表了《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
，开
创了我国物候学的研究。马世骏（1958）建立和分析了我国千年蝗灾发生的时间序列，并揭示了
旱灾和蝗灾的密切关系。田会东等（2011）建立和分析了我国近两千年来的蝗灾发生时间序列，
发现我国冷期蝗灾发生严重。许磊等（2011）建立和分析了近两百年来我国鼠疫发生的时空序列，
发现降水对我国南北地区鼠疫发生具有不同的影响。李欣海等（2015）建立和分析了近两千年来
大象、犀牛、熊猫的时空序列，发现气候变冷和人类活动干扰是导致其原分布区退缩的关键因素。
这些研究成果说明，我国的历史资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丰富和发展全球变化的生态学
效应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应当深入挖掘和整理。
1990 年 5 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和启动了《中华大典》的编辑工作，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
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共分 24 个分典，涵盖先秦至清末的 3 万多种汉文古籍。中华
大典的编撰参照了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经目和纬目架构，同时参考现代科学的分类体系，生
物学典是 24 个经目之一，它包含植物分典和动物分典。纬目包括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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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动物分典由王祖望担任主编，黄复生、冯祚健担任副主编组成的 20
余人的动物学家参加撰写（王祖望 2015）。《中华大典·生物典·动物分典》
（以下简称《动物分
典》）于 2007 年 4 月启动，于 2015 年正式出版。历时 8 年完成。《动物分典》共分四册，主要按
照现代动物类群（纲）为阶元进行编撰，共 49 纲。第四册除了兽纲外，又设立了动物狩猎与保护、
动物危害与防治、引用书目三个经目。在每个经目下面，根据资料的多寡又设科、种等分部。各
经目下设有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
《动物分典》引用了古
籍文献 1 200 多种，包括甲骨文、金文拓片、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明实录》、
《清实录》、
《古
今图书集成》
、
《清宫兽谱》、
《清宫鸟谱》、
《故宫鸟谱》、
《画里珍禽》、
《清宫海错图》等珍贵史料。
《动物分典》的起始为通论总部，涉及动物与动物学名称的由来、动物分类学、动物形态学、人
体大体解剖与生理学、动物解剖学、动物生殖学、动物生态学、动物遗传学、动物物候学、动物
地理学、动物进化学、人物 12 个部。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对动物的认识、动物学各分支学科的
起源与形成、古代动物学研究的人物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动物分典》的通论总部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动物学研究上的聪明才智和重大贡献。
根据甲骨文、金文、诗经、尔雅等早期文献记载，我国先民已经对数百种动物进行了命名，并进
行了鸟、兽、鱼、虫的分类。《黄帝内经》对人体解剖及脏器生理功能已经具有非常科学的认知。
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等文献已经描述了动物的生殖、交配、胚胎发育等生殖生物学基本现象。
晋代《博物志》首次描述了孤雌生殖的现象。《易经》、《道德经》、《庄子》最早提出了宇宙起源、
地球起源、生物起源与演化及生态平衡的萌芽思想。宋代《朱子全集-天地》根据地质螺蚌沉积现
象提出了地质运动可导致大海、山川、河流环境巨大变迁的观点。我国最早的物候学古籍《夏小
正》已可以根据动植物出现来确定十月历期。
《山海经》已经关注到不同环境条件可导致动物分布
的差异。
狩猎是古人生存的重要衣、食来源，同时历代帝王喜好狩猎，地方或藩属国喜好将珍奇异兽
作为赠送皇帝的贡品。因此，文献中有关狩猎动物的记录很多，
《动物分典》专设了动物狩猎与保
护总部，记述了古人有关狩猎的事件、朝贡、仪式、工具以及保护等内容，为了解动物历史变迁
提供了珍贵资料。在古代，有些动物又给古人带来危害、甚至灾难，
《动物分典》设立了动物危害
与防治总部加以记述。我国对蝗虫、鼠、虎等动物危害的认识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载。
由于蝗灾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可产生巨大破坏，我国古籍文献对其记载十分丰富，
《动物分
典》在纪事中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古代蝗灾的防治方法等资料也进行了整理和总结。鼠类是
另一类与人类社会密切、对人类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的一类动物。古人有关鼠类危
害及鼠疫的记录也十分丰富。
《动物分典》系统整理了我国鼠害历史记录。有关鼠害的描述最早可
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诗经·魏风》。我国古人很早就观察到了鼠类暴发、集体迁徙等现象，对疑似
鼠疫的认识如恶核、疙瘩瘟、痒子病、西瓜瘟等的认识也很早。到了晚清，我国对鼠与鼠疫的关
系得到了准确认知。许多大型动物如虎、豹、狼、大象等对古人的生存及农业、畜牧生产也会产
生危害，因此相关的记载也很多。历史上，虎灾发生和记录频次很高，
《动物分典》有较多的整理，
这些资料对于了解虎分布变迁及其区域性灭绝具有重要价值。
《动物分典》首次大规模地以现代动
物类群（纲）为单元，逐一介绍了古人对该动物或类群的命名、形态、习性、分布、功效、用途、
趣闻等描述；同时，对于一些类群或物种，设立纪事栏目，整理和汇编了古籍中不同朝代、时期、
不同地点有关该动物出现等事件的记载，这对于研究该动物的历史地理分布、种群兴衰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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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分典》的出版和问世，是我国乃至世界动物学界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
人对动物的认识、利用及管理，对于了解我国动物学各分支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对于了解全球变
化下动物种群兴衰、分布变化、疫病发生等，对于了解环境和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探讨社会、经
济、生态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逾 900 万字的《动物分典》巨幅宏著是以王祖望先生为首的一批已经退
休且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们历经多年的艰苦努力下完成的。在编撰《动物分典》的基础上，他们
又编撰了《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
《中国蝗虫研究史》和《中国古代动物学》，这对于后人更好地
研究和使用《动物分典》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在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许
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疾病困扰、行动不便、视力障碍、经费短缺等。编写期间，先后有 6 位
先生因病去世。他们始终坚定着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信念和理想，不计报酬、不畏艰难，对中
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抢救性地挖掘和整理，圆满地完成了《动物分典》的编撰任务。他
们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活到老、学到老、
干到老”的精神和境界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敬仰。在此，我向参与完成《动物分典》的前辈
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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