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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天气回暖，
又是万
物复苏的时节，
蛰伏了
一冬的虫子们也纷纷
跑出来舒展筋骨。
作为动物界种类
最多、数量最大、分布
最 广 的 一 个 类 群 ，节
肢动物在地球上所有
的动物种类中占了四
分之三。
说起蝴蝶、苍蝇、
蝗 虫 、蜘 蛛 …… 想 必
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一
本 科 普 著 作《昆 虫
记》，事 实 上 ，在 河 北
大 学 博 物 馆 ，就 有 一
部 触 手 可 及 的“昆 虫
记”。

河北大学博物馆

一部现实版的

提到蛛形动物，你会想到哪些种
类？
或许我们首先会想到蜘蛛、蝎子
等常见的捕食者。但参观了河北大学
博物馆，相信你会给出更全面和多样
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了解到蛛形动
物分为蜘蛛目、避日目、裂盾目、盲蛛
目、伪蝎目、鞭蝎目、蝎目等这样的基
础知识，还能看到很多难得一见的蛛
形动物。比如宽肋盘腹蛛，它们腹部
的底部是较为平坦的横截面，而且在
横截面上留有奇特的花纹，花纹的形
状好像一枚钱币或者印章，所以也叫
“印章”蜘蛛；弓长棘蛛的身体呈三角
形，还长着一对霸气的长棘，腹部背面
呈梯形，橘红色的底上还点缀着黑色
的
“芝麻粒”……
形态各异的蜘蛛、五彩斑斓的蝴
蝶……来到河北大学博物馆的六足动
物展厅、
昆虫文化展厅、
蛛形动物展厅，
仿佛走进了昆虫和蜘蛛的世界。对很
多普通人来说，
可能只有参观了这样的
博物馆，才会明白，昆虫和蜘蛛是多么
庞大的家族，
大自然是多么奇妙！
“在我们馆内，干制和液浸的昆虫
和蛛形动物标本总共有 150 多万号。”
河北大学博物馆馆长张锋介绍，节肢
动物是动物界中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分布最广的一类动物，分为甲壳纲、三
叶虫纲、肢口纲、蛛形纲、昆虫纲、多足
纲、原气管纲等。
张锋介绍，河北大学博物馆馆藏
的节肢动物标本主要为昆虫和蛛形
动物。作为国内高校收藏昆虫标本最
多、范围最广的博物馆之一，河北大学
博物馆收藏昆虫标本 110 余万号，几
乎涉及昆虫的所有类群；此外，馆内收
藏蛛形动物标本 30 余万号，几乎涵盖
我国分布的所有类群。
在位于博物馆三楼的蛛形动物标
本室和五楼的昆虫标本室，我们见到
了这 150 多万号标本的真容。
在弥漫着浓郁樟脑味的昆虫标本
室，屋内全是整齐排列的密集柜，
转动
密集柜一侧的转轮，一个个棕色的木
盒像小抽屉一样填充了整个柜子。博
物馆工作人员杨秀娟抽出其中的一
盒，只见一个个干制的昆虫标本被针
固定在盒内，每个标本下边有一个白
色的小标签，
清楚注明了标本信息。
“在不断丰富馆藏标本的同时，我
们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在进行，2000 多
份模式标本就是我们博物馆当之无愧
的
‘镇馆之宝’
。
”在标本室一侧的铁皮
柜里，张锋向记者展示了一盒模式标
本。和密集柜中的标本不同，
模式标本
盒中的标本被插着不同颜色的标签。
“插红色标签的是正模标本，
意思
是第一次发现新种所用的标本，下边

枣强供电：全面加强春检风险管控
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从“抓责
任、抓预控、抓监督”方面入手，全面
加强春检全过程风险管控，切实将安
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冀洋）
临漳供电：积极拓展电能替代市场
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积极向
广大客户推广电能替代传统能源
消费新理念，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当
前用电情况，给客户提出合理化建
议。
（饶 敬 兰）
饶阳供电：严防风筝挂线行为
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结合春季
安全大检查工作，对供电线路附近易
放风筝区域进行引导治理，确保线路
安全稳定运行。 （赵雅梅、刘海霞）
枣强供电：精心服务企业转型升级
为助力全县玻璃钢产业绿色
转 型 升 级 ，国 网 枣 强 县 供 电 公 司
积极推广新型电力模温机替代传
统 油 加 热 新 技 术 ，助 力 企 业 绿 色
发展。
（冀洋）
雄县供电：完成重大项目保电任务
近日，国网雄县供电公司经过精
心部署、周密计划、积极准备，圆满完
成了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开工
建设启动的保电任务。
（周龙）
饶阳供电：进行安规普考工作
为进一步强化员工安全意识，筑
牢员工安全思想防线，国网饶阳县供

朱明生教授（左一
左一）
）
生前带学生到野外采集
标本。
标本
。

宋大祥院士生前在实验室工作。
宋大祥院士生前在实验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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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收藏昆虫
标本最多、范围最广的
博物馆之一

⑤

的十多个插着黄色标签的是副模标
11 月。不同于我们平时
本，与正模标本同属于一个物种。”张
出游有明确的目的地，
标
锋解释，模式标本就像人民币的票样， 本采集一般只有一个大
是这个物种在地球上保存的凭证标
致目标位置，
具体到哪要
本，具有唯一性。人类如果再发现一
边走边向老乡打听，
打听
种新的昆虫，都要和这些模式标本进
的问题听起来很有意思，
行对照。
“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现和 “哪儿有草地呀？”
“哪儿
发表了 2000 多个新种，而这也奠定了
有林子？
“
”哪儿人比较少
河北大学昆虫和蛛形动物分类研究在
啊？”用博物馆副研究员
我国动物分类研究领域的地位。”
巴义彬的话来总结，
他们
张锋介绍，在昆虫和蛛形动物研
找的都是
“人少虫子多”
的地方。
究方面，河北大学动物学科拥有几位
一次次深入这样的地方，途中还
重量级的人物：河北省的第一位中科
不乏各种惊魂时刻。
院院士、著名昆虫学家印象初教授；河
任国栋教授组队自驾去西藏 12
北省自己培养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 次，
其中有 9 次都是自己当司机。
“作为非专业司机一天驾车近一千
被誉为“中国蜘蛛研究首席”的著名甲
公里，开一天车还要上山采集，晚上还
壳动物、蛛形动物学家宋大祥教授；中
得分析第二天的采集路线、
整理各种记
国蛛形学会原理事长朱明生教授；国
录，真不是一般体力能达到的。”2014
内研究拟步甲虫首屈一指的任国栋教
年7月，
张超曾跟随任国栋前往西藏。
授；最近，著名昆虫学家、中科院院士
一次，当寻找一个小镇——陈塘
康乐担任了河北大学校长……
镇时，
团队却进退两难。
也正因为丰富的馆藏资源和科研
“那边都是‘搓板路’，坐在车上
实力，2011 年，河北大学动物学科在
“中国大学研究生院理学学科专业排 ‘咯噔咯噔’全身按摩，车一小时只能
走二三十公里。”张超说，眼看天已经
行榜”中，位居全国 347 个动物学科的
黑了而且下起了雨，不知道陈塘镇具
第 2 名；河北大学博物馆也成为国家
体位置的团队却还在一边峭壁、一边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动
“好不容易看
物标本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享试点” 悬崖的山路上龟速前进。
的首批成员单位之一，累计向平台提
到路边一个水电站，大家赶忙打听，老
交 1894 种、20 万号昆虫标本数据。
乡说陈塘镇不远，
还有二十里。”
任国栋决定继续走，雨越下越大，
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开始打滑，一个急
用脚走出来的珍贵馆藏
转弯，车差点蹿下悬崖。无奈只能掉
在河北大学博物馆动物学成果展
头往回走，当晚，大家只能借宿在水电
厅，有这样一件特殊的展品——一幅
站简易搭建的床板上，任国栋在车上
标注了密密麻麻的红点的中国地图。 凑合了一宿。
“ 多亏前一晚及时掉头，
这些红点标明了截至 2014 年的馆藏
所谓的二十里，第二天我们开车走了
昆虫（蜘蛛）标本的采集点。
三个小时，这还只是到了山下，到山上
从这张图中所示的红点分布，不
的陈塘镇还要爬一个多小时的石梯。”
难看出，不论是气候恶劣、路途艰险的
至今想起来，
张超仍唏嘘不已。
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新疆的山脉与盆
标本是研究的基础，
但鉴定标本和
地……河北大学采集昆虫（蜘蛛）标本
进行相关研究则是一项更大的挑战。
的脚步已经踏遍祖国各地，甚至越是
“我们现在的馆藏标本 150 多万
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点反而越集中。
号，可鉴定出来的也就只有 20 多万
“同样是看一个标本，外行或许只
号，甚至有很多认定不了的问题种。”
看到一个展品，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
张锋介绍，鉴定是个漫长的过程，要鉴
段从采集到展览的动态过程，大家可
定一个标本是不是新种，需要和世界
能想象不到一个虫子来到展厅是多么
上同类的相比较，没有了才是新的，仅
不容易。”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
文献就需要查到 1758 年，而且“文章
研究生导师张超感慨道。
不见得都是英语的，早期的有俄语、日
在蛛形动物展厅的众多展品中， 语、拉丁语、法语、德语，
等等”。
令朱明生教授的学生张俊霞博士印象
如此，便不难理解宋大祥院士科
最深的是一只名为
“黑寡妇”
的蜘蛛。
研成就的来之不易。
2005 年，她跟随朱明生老师到野
“在《中国蜘蛛》专著中，宋大祥院
外采集标本时，听朱老师讲起在云南
士 对 1798 年 以 来 中 外 学 者 记 述 的
采集“黑寡妇”的“遇险”经历：当时朱
2361 种蜘蛛进行了艰巨的整理，确定
明生猛然发现一只雌蛛，正当用手捂
了多个新分类单元和新异名、新组合、
住时，一转头又看到一只雄蛛。眼看
新名、新纪录种，为国内的蜘蛛研究奠
倒不过手了，朱明生一张嘴便把雌蛛
定了坚实的基础。”张锋介绍，宋大祥
含在了嘴里，
双手去抓雄蛛。
精通英、法、俄、日、拉丁五门外语，不
“‘黑寡妇’是剧毒蜘蛛，采到雄蛛
得不说，这与艰巨的研究需要不无关
再拿出雌蛛后，朱老师嘴唇就肿了，肿
系。作为我国蛛形动物研究领域的唯
了十多天。”回想起朱老师讲的那一
一一位院士，宋大祥来到河北大学后，
幕，张俊霞直咧嘴，但她深知朱老师情
工作重点不是带学生野外采集，更主
急之下出此下策的原因。
“‘黑寡妇’有
要的工作是从事这些枯燥的系统研究
个特点，在某个季节，雄蛛是很难采
和整理工作，对我省乃至我国动物学
的，但因为很多鉴定种类的特征都在
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雄蛛上面，雄蛛在分类学上的意义是
不断丰富的馆藏标
非常重要的。
”
马上进入 4 月，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
本和不断发展的学科
学院每年的标本采集又要开始了。事
实上，
每年的标本采集要从 4 月进行到
在河北大学博物馆，有一份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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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公司按照上级公司要求，进行了安
规普考工作。
(冯艳辉、
刘海霞)
临漳供电：春灌保电早动手
春灌时节，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
精心安排，组建 13 支春灌服务小分
队，走进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用
电难题。
（饶敬兰、
袁志勇）
饶阳供电：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近日，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召开
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当前管理
薄弱环节，并就 2018 年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张雪、
刘海霞）
临漳供电：建立微信便民服务群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国网临
漳县供电公司建立了微信电力便民
服务群，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
方便、快捷的供电服务。 （饶敬兰）
枣强供电：开展安规普考活动
近日，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开展
安规普考活动，对安全生产规程制度
进行全面考查检验，进一步提升员工
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冀洋）
安平国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安平县国税局持续加大“双创双
服”活动和“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力
度，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
(王红)
曹妃甸国税：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唐山市曹妃甸区国税局积极落
实“双创双服”工作要求，对辖区内生

斑络新妇
本版图片均由河北大学博物馆提供
宽肋盘腹蛛

柱状图表示的馆藏标本年度变化图。
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
着年份的增加，表示每年新进馆藏的
红色柱体依次上升，增加量约为十万，
昆虫和蛛形动物标本占比达到 97%。
这意味着，每年新进入河北大学
博物馆的昆虫和蛛形动物标本接近十
万 号 ，这 样 的 新 进 馆 藏 数 量 ，可 谓
惊人。
研究这些昆虫和蛛形动物究竟有
何意义？作为馆长，张锋不止一次面
对这样的提问。
“动植物分类是‘基础学科的基
础’，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动植物的特
征来研究它们的种属，辨识、总结并从
中寻找规律，掌握每个种的分布地域、
生活习性，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提
供指导。”张锋介绍。研究这些更重要
的意义是，了解现有的动植物，特别是
人，
是如何进化的。
“正是看到这门基础学科的重要
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会专门拿
出资金来支持做经典分类方面的研
究。”张锋解释道，河北大学的无脊椎
动物学之所以比较出名，是因为好几
个类群的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每次出国，看到国外博物馆上百
年的标本，张锋和同事们总会颇有感
触，
“那都已经是文物性质的生物标本
了，很多物种只存在于一个时间段，它
们展示的很多物种现在已经没了。”
而宋大祥生前也不止一次和学生
们提起过 1979 年在法国留学时的经
历，当时一个博物馆馆长颇为得意地
拿出一个蜘蛛标本给他看，告诉他说
这是一位法国科学家在北京采集的，
直到今天你们中国人也未必拿得出这
样的标本。这件事对宋大祥触动很
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积极推动了
中国蛛形学会的成立及《蛛形学报》的
创办。
虽然现在已经是学术研究的中坚
力量，自己也已经是博导、硕导，但每
每谈起宋大祥、朱明生和现在仍然奔
跑在一线的任国栋这些老一辈研究者
的坚守和执着，张锋、张超和当年同门
的师弟师妹们总心生敬佩，并深感责
任重大，而这份责任感更多的，是如何
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虽然离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
馆日还有将近两个月，但张锋和博物
馆的同事们却早已经为今年的博物馆
开放日忙活了。2016 年他们的主题是
爱鸟周，去年是博物馆与生物多样性，
今年的主题被确定为博物馆与昆虫
文化。
“科研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做科
普，这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必然要
求，也是任国栋老师提议建立博物馆
的初衷——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门基
础学科，而这也是我们这门基础学科
走向长远最强大的动力支持。”张锋
表示。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产企业开展上门服务，确保防伪税控
系统能够及时更新升级。 (徐敬林)
丰南国税：开展青少年税法学堂活动
唐山市丰南区国税局与区教育
局联合开展了“青少年税法学堂”活
动，积极帮助中小学生了解税收基础
知识，树立税收法治观念。(冯博发)
馆陶国税：提高税收工作服务水平
馆陶县国税局以绩效管理为抓
手，强化动态监控、突出责任担当，促
使各项政策得以真正落实，全面提高
税收服务水平。 (郭俊龙、
谭聚强)
丰南国税：自助办税终端进银行
近日，唐山市丰南区国税局与某
银行共同建立了“24 小时自助办税
服务区”，该举措不仅方便了纳税人
还扩大了自助办税网点。 （冯博发）
馆陶国税：落实
“双创双服”
工作
馆陶县国税局按照
“双创双服”
活
动要求，
以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为抓手，
通过网站、新媒体等方式将最新政策
送到企业手中。 （郭俊龙、
谭聚强）
行唐国税：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行唐县国税局紧密结合“双创双
服”活动安排，以增强政策确定性、管
理规范性、办税便利性为重点，不断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李卫江）

怀安国税：不断优化纳税服务举措
怀安国税局以
“双创双服”
活动为
契机，通过开设微信群、举办培训班、
印制宣传册等形式不断优化纳税服务
举措，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周伟）
乐亭国税：向纳税人宣传税收政策
乐亭国税局严格落实“双创双
服”活动要求，该局通过微信公众号、
纳税人学堂等形式及时向纳税人宣
传相关税收政策。 (王玉杰、
赵旭霞)
宁晋国税：深入企业答疑解难
宁晋国税局全力推进“双创双
服”工作，该局安排业务骨干深入辖
区企业，对税收政策优惠方面答疑解
难，
让纳税人搞明白、会操作。
（李梅）
涉县国税：大力开展文明创建工作
涉县国税局积极响应省级文明
单位创建号召，紧紧依托红色税收文
化干部培训教育基地优势，连续第三
次获得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冯晓伟）
芦台区国税：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唐山市芦台区国税局以“双创双
服”工作为抓手，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认真落实“便民春风行动”，大力促进
办税工作全面提升。
（张学军）
南堡区国税：实现向分类管理转变
南堡区国税局紧紧围绕“双创双

■相关

河北大学博物馆
与北疆博物院

每当提到河北大学博物馆，很多了解
情况的人，总会把它和位于天津的北疆博
物院 （隶属于天津自然博物馆） 联系在
一起。
据河北大学博物馆馆长张锋介绍，
1914 年由法国脊椎动物考古学家桑志华
创立的北疆博物院与河北大学前身——天
津工商大学有着莫大的渊源。
“当时北疆博物院和天津工商大学位于
同一个大院，
但实际上，
北疆博物院是个独立
的科学研究机构，
不过相邻的位置，
让彼此互
通互补，
犹如一体。
”
张锋介绍，
1927年5月出
版的《工商大学校刊》第一期载文说：
博物院
“裨益于该大学学生，
良非浅鲜”
“事实上，
该
院固无异为本校之科学图书馆，
本校所授的
哲学及高中之生物学各项课程，
须要任何标
本参考，
均可立致，
而于有研究兴趣之各教授
与师生均着先鞭，
耳闻目睹，
无形中本校师生
研究学术之风气，
自然比较浓厚也。
”
建立北疆博物院前后，
桑志华曾带领团
队长期对黄河以北地区至华北白河流域开展
动物、
植物和生物化石综合考察，
取得了很多
成果：
收集以现生昆虫为主的动物标本2000
余种11万余号、
植物标本近10万号和大量动
物化石标本、
矿石标本等，
并于1920年在甘肃
华池幸家沟发现了中国第一件旧石器，
在宁
夏灵武发现了水洞沟古生物遗址，
在冀晋交
界地区发现了泥河湾古人类遗址……
张锋介绍，在采掘标本的同时，桑志华
不仅聘请法国和俄罗斯专家来馆对藏品进
行整理、研究，桑志华和副馆长德日进二人
也在博物院从事科学研究，发表和出版了
很多著述。据《河北大学史》记载：
“工商大
学在 30 年的发展历程中，计有德日进、桑
志华、暴安良、侯仁之、林镜瀛等 44 位教
师发表和出版的 112 种著述 （含译文），
其中，以法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师著述占
59%，而德日进 1 人有著述 41 种，桑志华
有 16 种……桑志华、德日进等倾注大量
心血，从事探索中国北部兼及亚洲的人文、
地理、地质、气象及动植物为对象的科学考
察和研究，
其成果为世人瞩目。”
“北疆博物院致力于动物标本的收集和
研究，
该院于1925年全权交付给河北大学前
身——天津工商大学管理，
而北疆博物院的
这段科考历史为河北大学动物科考奠定了
基础。
”
张锋介绍，
河北大学动物科考的发展
历史经历了北疆博物院、
水生动物资源考察
和昆虫（含蛛形动物）资源考察三个重要时
期，河北大学的动物学科取得现在的成绩，
与北疆博物院的启蒙和奠基密不可分。
后来，北疆博物院与河北大学分离，开
始了各自的旅程：1952 年，北疆博物院被
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后来隶属于天津自
然博物馆；1970 年，河北大学由天津迁至
保定，河北大学博物馆于 1996 年建立，由
原历史系文物室和生物系动植物标本室合
并而成。
文/记者 周聪聪

服”活动要求，以“创新、强企、解难、 服”工作要求，开展“大走访、大调查”
惠民”为目标，实现从“固定管户”向
活动，通过走访调查进一步改进服务
“分类管事”
的转变。
（魏金明） 水平提高办税效率。
（卢贺兴）
蔚县国税：完善纳税信用管理制度
大名国税：深入推进
“放管服”
改革
蔚县国税局以做好“双创双服”
今年以来，大名县国税局持续推
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管
进“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纳税人
理制度，进一步强化守信联合激励和 “堵点”
“痛点”
“难点”问题，为企业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李慧明)
发展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营商环
武强国税：推进服务质效提升
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全面落实“双创双服”活动，武
该局一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实施
强县国税局发挥税收职能，开展“便
权力和责任清单化管理,把不该有的
民办税春风行动”，进一步优化营商
权力坚决拦在清单之外，切实为纳
环境，
推进服务质效提升。 （宋肖） 税人松绑，“放”出活力。二是持续
正定地税：确保
“双创双服”
取得实效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行纳
正定县地税局以“新时代·新税
税人“最多跑一次”改革，简化纳
貌”为主题，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税申报，提高办事效率，做到流程
化营商环境为重点，确保“双创双服” 更优、服务更佳，让纳税人有更多
工作取得实效。 （孙永刚、
高文军） 获得感。同时，各分局还建立纳税
遵化国税：让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实
服务群，及时推送最新税收优惠政
为深入推进“双创双服”活动，遵
策，及时回应纳税人税收政策服务
化市国税局以“宣传政策百分百”为
需求，不断提升纳税服务水平，让
目标，让优惠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
纳 税 人 办 税 更 便 捷、更 贴 心、更 舒
每一位纳税人。
(赵海朝)
心。三是切实创新监管方式，加强
阜平地税：帮助企业解决难点问题
事中事后监管，优化管理机制，全
阜平县地税局按照“双创双服” 面推行纳税人分级分类管理，大力
活动要求，围绕“创新、强企、解难、惠
推动实名制办税，深入推进“银税
民”主题，帮助企业解决在涉税工作
互动”，积极与地税、工商等部门加
中的难点、疑点。
（杨战飞） 强沟通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做
丰宁国税：
开展
“大走访、大调查”
活动
到放权不放责，确保“放得下、接得
丰宁国税局紧紧围绕“双创双
住、管得好”
。
(孙家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