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雨蛙在许多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
位。颜色鲜艳的它们仿佛就像
是学步的孩童蹒跚路过时放

置在植物丛中的玩具。想象中的它们生
活在地形错落雾霭氤氲的雨林中，但如
果你于某天夜晚随性出门又运气足够
好的话，你可能会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
听到他们的呼唤。Amaël Borzée教授和
他的团队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亚洲黄
海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这项工作。研
究人员一直密切的关注着生活在这一
地区的四个雨蛙物种。 

其四个物种之一，Dryophytes 
japonicus（日本雨蛙），已经成为了
一个相对成功的泛化种，可以生活于
几个国家及其不同的自然或人工栖地
中，但另外三个特化种（Dryophytes 
immaculatus（无斑雨蛙）,  
D. suweonensis（水原雨蛙） 和  
D. flaviventris（黄腹雨蛙）最终局限在
在较小的生态位中。这些特化种几乎
全部分布于低地湿地中，更令人惊讶的
是，它们几乎完全生活在水稻田里！

转移与转变转移与转变
这些雨蛙为了抵达这个不太可能的栖
地，在距离和生态偏好上都走了很长的
路。他们的祖先大约在1700至2200万年
前从美洲穿越白令海峡。约1万年前，当
亚洲的人类将湿地改造为稻田时，雨蛙
种群受到了重大影响。当水稻成为了一

种流行作物，传统的淹灌稻田模式又非
常适合雨蛙的生态需求，这种景观的变
化的确可能使得一些种群的规模得到
了增长，但同时却限制了它们进入非自
然湿地。

农业生活的额外好处农业生活的额外好处
雨蛙属在其幼体蝌蚪的生命阶段需要
生活在水里，但它们在冬季爬出水面，
在水体周围的下层灌木丛中潮湿的地
下冬眠。这意味着，当农民们在寒冷的
月份排干田地时，他们可以安全地避

开。当来年春天稻田再次被水淹没时，
雨蛙会跳回稻田里鸣叫并产卵。一些蝌
蚪猎食者，如鱼和蜻蜓幼虫会一直停留
在稻田的水体中，所以对雨蛙来说每年
冬天的排水是一个非常有效清除这些
天敌的流程。

不幸的是，这种替代生态位正在迅速
消失。城市多元化发展，水稻种植现在
也不如从前流行，甚至从雨蛙的角度来
看，水稻田也与曾经大相径庭。灌木丛
生的软排水沟正在被“清理”，用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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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平，变得不能为冬眠的蛙类提供庇
护。此外，气候变化意味着种植的水稻
生长得更快，愈多的水体变得无法有充
足的时间让蝌蚪蜕变。也许最令人痛心
的是，剩余的稻秸有时会在种植季末时
被非法焚烧，这要么会直接杀死蛙类，
要么也至少会使得该区域干涸到它们难
以生存的地步。

只剩很小的数量只剩很小的数量
随着 Borzée 教授调查的地区越多，发
现到这些雨蛙所面临的威胁越多，他就
愈加担心它们的未来。

D. immaculatus 俗称无斑雨蛙，是一
种生活在中国的物种。在人们的记忆
中，它在长江流域以及南京、北京周围

腹部为黄色的黄腹雨蛙 (Dryophytes flaviventris) 极
有可能是黄海附近最濒危的物种之一。

无斑雨蛙 (Dryophytes immaculatus) ,被称为完美无瑕
的中国雨蛙，在江苏部分地区已经功能性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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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地区都有被发现过，但如今，无
斑雨蛙在昔日江苏和上海的主要栖地
已经功能性灭绝。目前还有一些小型无
斑雨蛙种群在合肥、安徽和江苏，所以
更需要努力来使这些蛙类不会遭到进
一步损失。

Details个人阐述个人阐述

你认为需要采取哪些立即的保护 
行动？
如果可以采取立即的保护行动，我
将建议优先保护我们最新论文中
所列出的具有最高保护优先级的两
个韩国雨蛙物种所在的两个地点 
（Andersen et al, 2022）。只要这两
个地点受到的保护，这两个物种在
未来百年内灭绝的概率就将降低至
接近于零。这里，我所说的保护是指
维持水稻农业，因为雨蛙的生存需
要来自水稻种植时受调控的水位周
期，如果全年没有进行人工漫灌，则
可能会导致雨蛙物种的局部灭绝。
对于中国的物种，我们需要进行大规
模的密集调查，可能是通过公众科
学，因为对物种的分布和种群规模
仍有太多的未知数。

在夜晚出发去寻找雨蛙是一种什么
样的感觉？
在春天的晚上前往稻田就仿佛回家
一样。勘测稻田花掉了我太多的夜
晚，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哪一夜，我
都觉得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但这
有时确实给农民们带来了惊讶，我
数次被田主要求展示雨蛙的实际存
在——目前为止从未失败过！我和
我的团队在做调查时有一个很大的
优势，即是我们不需要实际下田行
走，只需要注意听蛙类的鸣声，这样
做不会损害到庄稼作物，让我们与农
民间得以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在你找到雨蛙的地点中最令你感到
惊讶的是哪儿？
这让我立即联想到两个地点。第一
个是韩国的水原市，也就是和水原
雨蛙同名的城市，在那里我听到一
只雄性水原雨蛙鸣叫声，这是我开
始研究该物种的第一年。这也是雨

蛙所居住的最糟糕的的一个地方，
被困于公寓楼栋之间。当时的我并
不知道这种独鸣雄性的重要性，这
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个物种在城
市里的声音——直到我们重新引进
它们。第二个是韩国涟川地区，火
车铁轨和国道之间，我们在那里发
现了十几只雄性被困在一个很小的
稻田里鸣叫，一次如此令人悲伤的
遭遇。

保护了所有四个雨蛙物种的未来对
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心灵的平静。这已经成为
推动我大多数研究项目的目标之
一——还有自由的时间——我会觉
得我终于可以休息了。而且这也意
味着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在区域
间对这些物种的国级保护计划并不
总是一致的，这些计划也将间接广
泛的保护一些其他物种，包括下降
速度惊人的候鸟。所以是的，实现对
这些雨蛙的保护意味着我们将生活
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有没有生活在没有被人类活动改变
的地区的雨蛙？
非常少——人类活动影响了地球上
的绝大部分景观，大多数物种都能
适应一定程度的生境改变。我所研
究的一些物种，比如雨蛙，适应性还
要更强一些，而另一些物种，即便在
最小的人类居住区域内也找不到。
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你
可以在南亚或非洲的稻田里找到雨
蛙，也可能在其他你意料不到地方
的稻田中找到雨蛙，比如法国南部
和美国西南部。雨蛙们是有适应能
力的，但是仅到某一点，如果我们让
景观改变跨越了这个界限，那么会
灭绝的将不仅仅是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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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单独一个管理良好的保护地，也可以防即使单独一个管理良好的保护地，也可以防
止水原雨蛙的灭绝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止水原雨蛙的灭绝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

水原雨蛙（D. suweonensis）的种群分布
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但如果没有帮助，
它们很可能在南部地区灭绝。再往北的
地区可能会更安全，因为那里有更多的
自然湿地，土地利用也不那么密集，机
械化程度和化学品使用率也更低。

如果缺乏保护，水原雨蛙
(Dryophytes suweonensis) 

很可能在韩国南部地区灭绝

最后，黄腹雨蛙.（Dryophytes 
flaviventris）可能是这三种类似物种中
最为脆弱的，建议将其列入“极度濒危”
物种名单。其分布范围仅限于韩国 万
頃江和七甲山之间的小片狭长土地。山
丘对这种低地物种来说是一道明显的
屏障，但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该物种向河
流之外的地方扩张目前尚未明晰。

交带来的威胁交带来的威胁
水原雨蛙的遗传特性也面临着威胁。
数量更多的泛化种日本雨蛙的雄性在
到达繁殖地时可以拦截雌性并与之交
配。这两个物种的遗传基因非常接近，
这使得它们交配产生的后代同样能够进
行繁衍。不过坏消息是，水原雨蛙所特
有的许多可观察特征，如鸣声和特异斑
纹，是不同于杂交种的。

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目前该团队正继续他们的调查工作，追
踪已知的稀有雨蛙种群，并尝试找到新
的物种，但需要调查的地区覆盖很广，却
没有充足的时间。Borzée博士和他的团
队已经证明，即使单独一个管理良好的
保护地，也可以防止水原雨蛙的灭绝和
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由于较罕见的雨蛙
属物种有许多相似之处，该团队认为，
在黄海地区采用与之协调的方法是最
为高效的方案。所学到的经验教训一般
是可以通用的，我们应当致力于保护全
部的三种珍稀物种，这样书本才不会成
为我们的后代认知它们的唯一途径。

希望，这些奇特蛙类的叫声将继续在黄
海周围的夜空中被聆听到。

IndianSummer/Shutterstock.com

黄海位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中间

很多特化的雨蛙物种都完
全生活在稻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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