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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植物， 全世界有 １５０ 余属 ３ ５００ 余种。 中国拥有丰富的野生苦苣
苔科植物资源， 有苦苣苔科植物 ４４ 属 ６７０ 余种， 约占世界苦苣苔科植物总种数的 ２０％， 是苦
苣苔科植物的重要分布中心之一。 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分布东至台湾、 西至西藏、 最北达辽
宁， 其中南部和西南部的石灰岩地区是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多样化分布中心和特有中心。 该科
植物的高度特有性和花部形态多样性是研究石灰岩种化机制和传粉生物学的绝佳材料。
照片示：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多样性。 １． 黄杨叶芒毛苣苔； ２． 弯果奇柱苣苔； ３． 黄花牛
耳朵； ４． 文采苣苔； ５． 碎米荠叶报春苣苔； ６． 广西异唇苣苔； ７． 峨眉半蒴苣苔； ８． 滇桂喜鹊苣苔。 （ 相关内
容详见本期正文 １２１９ ～ １２２６ 页许为斌等的文章）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ｓ； ２． Ｄｅｉ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ｙｒｔｏｃａｒｐａ； ３．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ｕｔ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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