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和团队跑遍全国 十年摸遍千种蜘蛛
西南大学张志升研究员团队著《中国蜘蛛生态大图鉴》出版，系全球首部蜘蛛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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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张志升“摸”遍全
国千种蜘蛛。不久前，在西南大学召开的亚
洲蛛形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报到现场，一
本近千页厚的精美科普著作被一抢而空。
历时十年，跑遍全国山山水水，西南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张志升研究员团队完成的《中国
蜘蛛生态大图鉴》正式出版发行。

张志升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的邪
派人物养了很多毒蜘蛛，几乎一咬人就毙
命。其实，没那么厉害，最毒的蜘蛛也不在
中国！而且，就是目前全球发现的蜘蛛中，
也没有立即就能咬死人的毒蜘蛛！”

他和全队跑遍全国

完成这部近千页“又厚又重”的“巨作”
可不容易。张志升在过去的10年，他和团队
成员跑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和自治区，
参加或自行组织了数十次野外考察，拍摄了

大量蜘蛛照片，并采集了数万号标本，为本
书的创作积累了极好的素材。

蜘蛛在野外环境中无处不在，但是要完
成图集，就需要寻找一些特别珍奇的蜘蛛种
类。有一次，张志升为了寻找一种特别难找
的“近里氏盘腹蜘蛛”，和团队成员在缙云山
使用“陷阱法”——用200余个纸杯，分放在
缙云山广袤的山体地上，等了好久才抓到了
3只。

他们将3只蜘蛛埋在实验室培养器皿
里，整整一年才得出团队想要的结果。张志
升说：“做科研，必须要有耐心，一年搞不好，
我就搞十年。”

徒手抓蜘蛛是常事

很多人都对蜘蛛、蛇一类的生物谈之色
变，与这些看上去很恐怖的生物打交道，会
不会遇到很多危险？张志升花十年时间与

蜘蛛“共舞”，回忆到与蜘蛛打交道的一些瞬
间，他仍觉得“蜘蛛很可爱”。

张志升介绍，在多次野外考察中，自己
也曾被咬过，但一些蜘蛛精美奇特的外形
还是令他觉得精美绝伦。他说：“其实蜘
蛛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可怕，抵抗力差的
人，受毒性影响就大，抵抗力强的人就不
那样明显。”

在生活中见到蜘蛛，张志升会根据以
往经验徒手把它们抓起来，他并不觉得可
怕——作为和蜘蛛打交道的研究人员，他
一般会捏比较硬的头和胸部，这样就不至
于把蜘蛛捏死，也不会被伤及，“但是一般
市民还是不要随便模仿！”

在野外考察，张志升也见过许多不可思
议的蜘蛛：最大的蜘蛛除开腿脚、光是躯干
的直径都有五六厘米，也就是说这种蜘蛛加
上腿脚的大小就有巴掌大了；最小的可能就

比指甲缝大一点点，不注意看根本看不见。
他说：“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得惊讶了，大自
然是神奇的，需要我们去不断发现。”

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

《中国蜘蛛生态大图鉴》一出版，迅速
引起了国内外蛛形学同行、摄影和自然爱好
者以及相关工作者的关注，前来出席亚洲蛛
形学会议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学者也对
本书赞赏有佳，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
相关消息。

张志升介绍，编纂这本图鉴，对今后蜘
蛛在生物领域的价值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蜘蛛毒素可以提取药物成分，这个在国内
都有很好的应用。我有朋友做有机玫瑰，他
也使用蜘蛛、青蛙和鸟进行生物防治。希望
这本书能在未来起到更大的作用！”

见习记者 杨辛玥

张志升所著《中国蜘蛛生态
大图鉴》，重达4.2公斤，采用了
2300余张生态照片和130余张
显微照片。

该书系统介绍了中国蜘蛛
已知的71个科和1139种中国
蜘蛛的形态特征、生物学和分布
信息，在蜘蛛照片的数量、所包
含的蜘蛛类群和种类等方面都
达到了世界之最，是目前世界范
围内首本蜘蛛类大型图鉴。

此外，该图鉴还首次对全世
界蜘蛛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
概括和总结，将世界蜘蛛分布划
分为6种类型，同时将中国蜘蛛
的分布划分为15个地理区。

招商公告
嘉陵大厦（原皇嘉大酒店）项

目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附近，
整体产权面积72437平方米（-1至
31层，含车库），目前该项目改造即
将完成，将于近期向市场公开征集
大面积租赁、大面积或整体购买的
意向合作方（上市及业内领先企业
优先考虑），欢迎意向客户致电联系。
征集人：重庆渝中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63813656
◆重庆德丰建筑节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公章编号500114100088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会灵食品加工厂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589G01）声明作废

◆重庆火齐木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1420170616008，声明作废
◆重庆聚亿电力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代码：91500
225MA5U5XEBXB）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向 响 于 2017年 9月 19日 遗 失 身 份 证 和
驾照，证件号码51022119820507762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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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巴南区鱼洞学区办公室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17年10月25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陶琳遗失凯涞冷饮DW-02合同押金收据（编号:00164310）作废

遗失杨云堂2012年度参加的重庆
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取
得的公路工程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证书，证书号:0027249声明作废

招商合作
客乐得（玉峰山）房车营地位于铁山坪之巅，占地面积约200
亩，在现有装配式建筑（房车）露营、特色餐饮、休闲体育、林
下种植等成熟业态的基础上，招商引进康养、文体娱乐、
拓展培训等项目深度合作。13983237515夏老师

招 商 公 告
我司将于2017年11月25日对我司位于九龙坡区

西彭镇白彭路15号权属范围内的森迪时代广场二期停
建项目进行清场处理。请相关物主于上述时间前到我
司办理物品出场手续，并自行将物品清离出场。逾期办
理的，视为放弃相应物品所有权，我司有权自行
处理，且一切损失由相应物主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秀丽 联系电话：13330287235
联系地址：九龙坡区西彭镇白彭路15号(原森迪时代广场售楼部)
公告时间：2017年10月26日－11月25日

綦江县大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银行重庆綦江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17723201，账号：1144089
81341，编号：6530－00526174，声明作废
遗失南川区荣电礼品经营部在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川水泥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J6693000836901声明作废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邓姐婚介 假赔10万
免费配对包成功86191356

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工商咨询

◆重庆胜达润滑油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11月2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注册号500108600121289声明作废

厂房租售
巴南区渔洞轻轨站旁，珞
璜单层框架厂房现房火热
招商中，层高12米，跨度18
米，10吨行车，1200m2－
28000m2可分零租售。
电话：1390838949513908359842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法院6折拍卖
保利独栋别墅和写字楼
15683283108

办公室租售
位于嘉州路轻轨站旁的加州一号一、二层办公室
共466平米租、售。电话：13983237515夏老师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622047399Y的重庆
圆梦艺术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圆梦艺术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重庆洺禧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PRC851）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长江万州航道处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代码：5000171320，票号：06181449.声明作废
◆重庆江北渝和明珠幼儿园遗失重庆市公
安局出具的《印章刻制》证明，现声明作废。

重庆劳创律师事务所李阳遗失
律师执业资格证，执业证号
15001201211125204，资格证号
A20105113810578，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鱼嘴普渡寺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重庆市江北支行鱼嘴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979401，
账号 0506010400006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10MA5U8Q0T57的重庆依美
花开化妆品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依美花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昨晚，在中超第27轮重庆当代力帆客场
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中，对手依靠下半场获
得的一个点球，1：0击败当代力帆。在这场
比赛结束后，当代力帆依然以36分排名中超
第十。比赛中当代力帆门将邓小飞受伤被
直接抬下，陈雷因与张稀哲发生摩擦，两黄
变一红被罚下场，这也是当代力帆在今年联
赛中吃到的第一张红牌。周日，当代力帆将
在客场对阵长春亚泰，在陈雷、费尔南多停
赛，邓小飞因伤可能无法上场的情况下，当
代力帆的比赛难度将大增，完成“保八”的赛
季目标难度也加大。

张稀哲竟报复掌掴陈雷

在本场比赛中，出尽风头的无疑是北京
国安队员张稀哲。在第58分钟，当代力帆门
将邓小飞出击时与张稀哲冲撞，裁判因邓小
飞出击没有先碰到球，而是先碰到张稀哲，
给了北京国安一个点球。让当代力帆雪上
加霜的是，邓小飞因为这次冲撞倒地不起，
被担架直接抬回休息室。张稀哲面对当代
力帆替补门将隋维杰罚进点球，北京国安1：
0领先。

第85分钟，张稀哲的表现惊呆了球迷。
当时张稀哲和当代力帆后卫陈雷在场边，陈
雷试图阻止张稀哲快发界外球，此时，陈雷
的手不慎碰到张稀哲脸上，张稀哲竟然恶意
报复一巴掌打在陈雷脸上。随后，张稀哲被

当值主裁红牌直接罚下，他在今年两次对阵
当代力帆的比赛中都吃到红牌。张稀哲的
行为，受到全国球迷的关注，不少球迷认为
虽然陈雷碰到他的脸，场上自有裁判去做
主，这种报复性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张稀哲
肯定会受到中国足协的追加处罚。

陈雷也因为随后和他发生争执，吃到本
场比赛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
这也是当代力帆队本赛季获得的第一张红
牌。

张外龙点赞球员自控力

邓小飞受伤，场上又发生冲突，比赛后
当代力帆主帅张外龙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感谢球员的拼搏，一周三赛球员坚持到最
后很不容易。这场比赛中，球员表现出的自
控力我相信会感动球迷。”

至于邓小飞的伤势，张外龙透露目前还
无法判断。26日一早他将被送回重庆到医
院检查，这也意味着邓小飞缺席下轮比赛的
概率很大。由于陈雷、费尔南多下轮均停
赛，当代力帆要想保住上赛季联赛第八的名
次恐怕将更加困难。对于球队目前的情况，
张外龙说：“我们队伍不像其他强队，板凳厚
度很深，所以下轮不会进行大的轮换。至于
赛季目标，我们还是在剩下的比赛中全力以
赴拿分。”

本报记者 何艳

客场0：1不敌北京国安 当代力帆染赛季首红
周日将在客场对阵长春亚泰，多名主力因伤可能无法上场

张志升研究员团队在介绍自
己的新书。 西南大学供图

书中涵盖上千中蜘蛛的图片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