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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虎的起源和濒危过程的研究
马逸清１解焱２
（１．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资源研究所，哈尔滨，１５００４０；
２．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依据中国虎化石的记录，研究了虎的起源，提出了虎是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中部的新观点。认为中国华北地
区的虎应是世界上虎的最古老的地理种群，并依据实地调查结果阐述了我国虎的濒危过程及致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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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说文＞日：“山兽之君也”。人们很早就知道，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ＷＣＳ），１９９８）Ｈ ｏ。也有的提

在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中，虎属于项层物种，也是最关键

出：“虎是起源于亚洲东部。”（Ｈｅｍｍｅｒ，１９８７）呤。：或者

的物种，故在保护生物学上称之为旗舰种（ｆｌａｇ

说得更为具体，认为：“虎２００万年前起源于亚洲东部，

ｓｐｅ—

ｃｉｅｓ）ｏ

也就是我国东部地区（长江下游），然后沿着两个主要

关于虎的起源地，中外文献中曾提出不同的说法。

方向扩散，即沿西北方向的森林和河流进入亚洲西南

１９７９年，有学者提出：“虎起源于亚洲东北部，逐渐向

部；沿南和西南方向进入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一部分

南发展，从我国东北地区分化为向西、向南两大主

最终进入印度尼西亚群岛旧１。”这些说法都未提出他们

流…。”１９８３年又补充说：“虎起源于亚洲东北部，现仍

的依据。

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苏联远东地区和朝鲜北部的虎可

中国是虎的发生起源地，２００多万年以来，它和人

能是最古老的亚种。其后向西（蒙古、中亚、西亚）和

类一同进化，并成为中华民族衣、食、住、行和社会文

向南（华中、华南、东南亚和印度）迁移的虎发展成为

化生活中最著名的文化动物之一。在历史上，我国的虎

其他亚种”（谭邦杰，１９７９、１９８３）¨。２。。此说对以后虎

相当繁盛，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也多。据记录，动物

文献的作者影响较大。例如，＜东北虎林园建园１０周年

分类学把我国的虎记为６个地理亚种：即指名亚种

纪念册＞就说：“虎起源于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地区，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向西和向南两大主流迁

（Ｐ．ｔ．ａｈａｉｃａ Ｔｅｍｎｉｎｃｋ，１８４４）、华北亚种（Ｐ．ｔ．ｃｏｒｅｅｎｓｉｓ

移，进而演变进化为８个亚种”。并在封页上明确提出：

Ｂｒａｓｓ，１９０４）、西北亚种（Ｐ．ｔ．１ｅｃｏｑｉ Ｓｅｈｗａｒｚ，１９１６）、

“这里是虎的故乡”［３１。此外，还有的国际保护组织的

华南亚种（Ｐ．ｔ．ａｍｏｙｅｎｓｉｓ Ｈｉ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０５）、云南亚种

材料上提到：“老虎自１００万年前从中国南部起源…“

（Ｐ．ｔ．ｃｏｒｂｅｔｔｉ Ｍａｚａｋ，１９６８）

ｔｉｇｒｉｓ

ｔｉｇ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东北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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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百年来，由于人口骤增和人为的强度捕杀、连年
战争、森林砍伐，以及矿山、铁路、公路等建设事业的
发展，使我国虎的野生种群数量锐减，栖息地丧失９５％
以上旧胡Ｊ。至本世纪初，全国野生虎的数量已不足５０
只¨引，已经处于绝迹的边缘。本文依据实地调查的结
果，论述了这一过程。
ｌ研究方法
中国是虎的亚种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但一般认为一
个物种的起源地依据化石产地更为可信，故本文主要依

图１

河南渑池出土的古中华虎化石Ｉ自邱占祥。

１９９８）

据古中华虎化石的产地讨论虎的起源问题。
中国对虎的专业性野外实地调查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国家农林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重点
省区野生珍贵动物资源保护、调查工作座谈会，要求各
省重点区开展调查，并布置了任务。当时东北虎已是珍
贵稀有动物，当即开展了调查，而华南虎等当时尚属害
兽。对它们的实地调查则晚些，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依据各地历次调查结果，论述上世纪晚期虎的种群数量
动态及分布区退缩情况。
２结果和讨论
２．１

虎的起源
近百年来，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大量虎化石，其中

地质年代最古老的是古中华虎。国外如印尼（爪哇、苏
门答腊）、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地虽然也有虎化石发
现，但数量较少，其地质年代也均较晚（Ｓｅｉｄｅｒｓｃｋｅｒ Ｊ，
ｃｔ

ａ１．１９９９，附录２】¨“。１９２０年在河南渑池兰沟第３８地

图２

甘肃东乡出土的古中华虎化石（自文榕生。

２００９）

点发现一具保存较完好的虎化石，标本包括头骨、下牙
床和一个寰椎（即第一颈椎），同属一个个体。经研究，
这是一件年代最早的虎化石，属于晚上新世或早更新
世，距今约２００万年以上。１９２４年瑞典古生物学家兹丹
斯基订名为古中华猫（Ｆｅｌｉｓ

ｐａｌｅ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Ｚｄａｎｓｋｙ，

１９２４），经详细测量和对比研究，发现此虎个体比现生
虎要小，而稍大于豹。后经仔细研究，各种意见交锋论
证，认定此虎“很可能即是虎的祖先”。于是，改名为
古中华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ｐａｌｅ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Ｚｄａｎｓｋｙ，

１９２４）］（邱占祥，１９９８）¨２０（图１，２）。此后，这样的
虎化石还相继发现于陕西蓝田和甘肃东乡［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写组，１９７９（增订版）¨引；
邱占祥等，２００４］¨４１。我国虎化石的遗存地点，经汇总
整理有８０余处，其地理分布情况标如图３（文榕生，
２００９）㈣。
３件古中华虎化石的出土地皆在北纬３５０线南北两侧
和黄河套东西拐角的两端（图３）。这真实地表明虎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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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虎化石出土地点分布图【文榕生．２００９，略

改）
▲：中华虎化石发现地
●：虎化石分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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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ｃｈ．『１Ｐｓｒ

生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中部的。

Ｊｏｔｌｒｆｌａｌ ｎｒ ＷｉｌｔＩｌｉｆｏ

２０１０，３１

ｆ５卜２６２二２６９

祥，１９９８）¨纠。

虎化石的出土地点和地质年代表明，虎自黄河流域

２．２华北虎的情况

发生起源以后，这种大型猛兽很快便向东、南、西、北

既然虎是发生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中部，则华北虎

四方扩散。自更新世中期以后，虎化石出土的数量便多

应是虎的最古老的一个地理种群。除有许多虎化石出土

了起来，四川万县盐井沟堆积中虎化石的数量就很多，

外，历史上也早有记载。＜诗经·大雅＞记载：春秋时

据统计至少有４６个个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化石的绝大

期，韩候的封地（今山西稷山一带）“有猫有虎。”＜史

多数在体型上比现生虎大，四肢也更为粗壮，这种情况

记·李广列传＞记载：汉代“右北平郡多虎”（今河北

一直延续到更新世末期（邱占祥，１９９８）¨２｜。哈尔滨顾

青龙、遵化、玉田等地）。（新唐书·李白传＞：“裴曼守

乡屯出土的虎化石表明，在更新世中、晚期，虎已经到

北平，北平多虎，晏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宋史·

达我国的东北。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距今

五行志＞记载：“开宝八年（９７５年）四月，平陆县鸷

约２万多年）曾出土大量的虎化石。有多个完整的骨

兽（虎）伤人，遣使捕之，生献十头。”又＜金史·本

架，包括头骨和下颌。陕西蓝田公王岭出土的虎化石，

纪＞：“金泰和八年（１２０８年）八月，有虎至（大兴城）

在发现时其上颌与蓝田人头盖骨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阳春门外，驾出射，获之。”明清以后，华北虎的记载

其地质时代距今约１１０万年左右，也就是说，至少在距

就更多了。现依据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各地方志对虎的

今１００万年前虎就和人类的祖先在一起生活了（邱占

记载列如表１，图４以供参考。

表１华北虎的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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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Ｉ．表中所列各县志皆记载该县境内有虎；表中序号与图４标点序号一致。２．表中资料主要参考文榕生，２００９：何业恒，１９９６【１５一“。

年来，不断传闻有人在山西五台山、恒山、太行山和北
京密云山区等地看到了虎¨０’驯，但以后皆无确实的物
证。可能这些地区就是华北虎最后灭绝的地方。
２．３东北虎情况
东北虎的野外实地调查开展较早，始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以行政区县为单位，采用雪地足
迹路线调查方法，查明当时有东北虎１５１只。主要分布
在东部山区的牡丹江（３８）、合江（１８）、松花江（２１）、
伊春（４）、延边（６４）和抚松（６）等地区和县一“…。
在大兴安岭林区没有发现虎的踪迹。调查中，鄂温克猎
民西班等于１９６２年在乌玛河上游曾见１只虎捕食１头母
犴。此后，再也没有虎的任何消息。也就是说，大兴安
岭的虎于７０年代已经绝迹圆捌ｏ。
第二次有规模的调查是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以国有林区
４０个林业局为单位进行调查，结果认为黑龙江省境内的
国有林区有虎１２只（吴宪忠，１９９３）Ⅲｏ。主要分布在完
达山区６～８只，老爷岭２—４只，张广才岭２只。调查
图４华北地区虎的历史（１６８７～１９４１）记录地点分布图
注：图中的编号为表１中的编号

华北虎最后的猎杀记录：１９５４年，在甘肃会宁猎杀
一公虎（王香亭，１９９１）Ｅｉ７］；１９１９年在山西省五台县台

表明，小兴安岭林区的虎已经绝迹。拍１。与此同时，吉林
省于１９９２年亦完成了调查报告，全省有虎３—５只。长
白山南部和东部已经无虎，分布区急剧地向北和东北
退缩。

南打死一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晋南（今永济县）于乡猎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组成国际联合调查队，经实地调

杀一虎；１９７４年山西原平县药材公司收购一付虎骨，净

查，确认黑龙江省有虎５～７只，分布于完达山２—４只，

重３．６ ｋｇ。５０年代初，在管涔山打死一虎，虎爪至今保

老爷岭南部２只，张广才岭南部１只。分布区已极大地

存；５０年代在繁峙县伯强林场打死一虎：１９５７年９月，

向东缩小。李彤等（２００１）的同期调查认为吉林有虎

张三虎等人在云中山石佛寺附近打伤一虎，翌春死于邻

７～９只，分布在大龙岭３～５只，哈尔巴岭１只，张广

县；１９７８年４月，山西浑源县（恒山）铗住一母虎，腹

才岭３只，在地理位置上后两处皆与黑龙江省的分布点

中怀胎三崽（王福麟等，１９９３）¨８｜。约１９１２年，在北京

相近，需进一步查明省间和与俄罗斯国界问虎的交流情

东陵林区打死１只“黑虎”

况及其季节的变化Ⅲ１。周绍春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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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ｅｎ，１９３８）¨９｜。此后多

野生动物ＣｈｉｎＰｓＰ

２６６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Ｉｌｌｉｆｅ

２０１０，３１（５）．２６２—２６９

年对黑龙江境内的东北虎进行了监测分析，估算出黑龙
江境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为１２一１４只四ｏ。李冰等监测吉
林珲春自然保护区有７只虎活动（２００８）旧１。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东北虎的生活就没有了宁日。
１９０７年，中东铁路开通，俄罗斯的猎虎者随之而来。据
记载，２０年代平均每年猎虎５０—６０只（Ｂａｉｋｏｖ，
１９２５）㈣】：３０年代，平均每年猎虎３８只左右（鲁卡什
金，１９３９）ｐ¨。１９３１年日军侵占东北，直至１９４５年，
１４

ａｎ采伐森林、开发矿产、移民开荒、修筑碉堡、铁

路公路，尤其是围剿抗日游击队的战争，更是直接干
扰、破坏了虎的繁殖和猎物资源。新中国成立以后，对

虎４－的捕黧黧｝二５７量釜二冬衰蔓篓竺个药厂＼紫
．ｒ，－午。Ｉｌｋｒ。ｆ／９３２０—３０头虎（东北兽类调查报告，１９５８）¨“；

图６上世纪５０年代老虎在中国分布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哈尔滨动物园共收幼虎９９只（平均每
年１２．４只）（哈尔滨生活报，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６日报导），
直接干扰了虎种群的自然恢复。此外，森林采伐、铁路
公路建设，有增无减，人口的增加很快，据调查东北地
区的人口到１９８７年达到１０ ５２６万人（密度为８４．８／
ｋｍ２），虎的栖息地和猎物资源受到的破坏和干扰可以想
见，特别是近５０ ａ来虎的分布区的变化更快（图５—
８）ｏ

图５—８是作者根据近年来实地调查报告制作的上
世纪２０年代以来虎的历史演变图。
图７上世纪８０年代老虎在中国分布

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有规模而涉及多省区或全国性的华

５～９只，桂５＿７只，湘５～８只，孽１５—８只，黔川鄂豫

南虎调查，主要有３次。

等省约有１０只（刘振翌芎，。１９７３）¨３｜。．，

省譬华夏虎譬兰荸进尊了望兰，这奎霎孝●惜要竺至苎

主薹磊三互釜筹，了；≥。，”晶≥。；柔≥磊委体－蓓：：；

。．‘：量１９８０一…１９８２～ｉｆ－。，／一＂辊…．．５１７一，研鼎要三≥絮萎专业调１９９姚０－１９詈纛禚怒黧黧囊
工作不多，翼至总了当时所知。“粗略伫计，等皇堂套
万方数据

妄葬五蒿砉军；磊磊．３１ ０只（孟薹林虿，…１９９’５。；Ｉ㈨ＰＩ。”

马逸清等

５期

－＿————

。

中国虎的起源和帮詹过稗的研究
Ｉ

ＩＩ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各有虎省

Ｉ

２６７

Ｉ

Ｅｌ

Ｉ

Ｉ●＿■■＿

年全国虎皮收购量高达ｌ ７５０张，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湖南省

区都作了虎的专项调查。结果认为尚有华南虎的省：浙

收虎皮１７０张，江西省收１７１张，详见表２（盛和林，

江３只，江西４０只，湖北５只，湖南５只，广东７只，

１９９３）‘训。

贵州９只。显然，这些估计数可信度并不高。因此，有

由表２的数据可见，直接捕杀对于华南虎种群数量

关部门又组织了第二次南方５省（湖北、湖南、江西、

的锐减起着重要的＞中击效应ｍ叫】。难怪有人说，２００３

福建、浙江）的“华南虎野外种群调查”

年以来，野外已经基本上见不到华南虎的踪迹了（Ｔｉｌ—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这是一次重要的实地调查，可调查结果国内没

ｓｏｎ，ｅｔ

有公布。但在同一期间广东省也作了调查，其数量为

区的变迁请参见图５～８。

ａ１．２００４；徐艳春，２００５）ｍ’３引。关于华南虎分布

５—６只（袁喜才等，２００６）＂“。
Ｔｉｌｓｏｎ，ｅｔ

表２虎皮历年收购量（年均张）

ａ１．（２００４）ｍ１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对５个省８

个保护区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华南虎的迹象，老虎猎物
稀少。调查结果认为中国野外不存在活的华南虎种群
（ｖｉａｂ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

２００５年，是华南虎命名１００周年纪念，１００ ａ来，
南起南岭，北迄秦岭，东自武夷山，西至神农顶，它忠
实地为我们守护着这片中华大地的美丽山林ｍ删］，为山
区人民祈福，它是中华民族可敬可爱的朋友，它和我们
一起苦涩地度过了这风风雨雨的２０世纪。２０世纪上半
叶，战争连年不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主要

２．５印支虎情况

在粤、闽、浙、桂、湘等地，这里正是华南虎的家园，

印支虎在我国分布在广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与其

加上地方军阀的争夺，枪炮声昼夜不绝于耳，对于虎来

在越南、老挝和缅甸的分布区相连通。这个地区的动物

说，战争就是惊吓、驱赶、误伤，以及对其生境和食物

区系情况，已有较详的调查报告（王应祥等，１９８７［４５ ３

资源的直接破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以湘赣边境为

李崇云等，１９８７㈨１）。也有对印支虎的专项调查研究

中心，东及福建，西至贵川，战争期间，老虎也是东躲

（何晓瑞，１９９４¨刊）。根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专项调查，

西藏，食不果腹；稍有安静，还要防备西方采集动植物

我国印支虎的数量尚有２８只左右，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

标本团队雇佣的猎人的追杀。，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的抗日战

部勐腊县的勐养、尚勇、勐腊、勐仓４个保护所，勐海

争，则涉及华东、中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这些地方

县的勐旺乡、布朗山边境以及思茅地区。国际野生生物

都是华南虎生活的重要地区。随后的３ ａ解放战争和３

保护学会（ＷＣＳ）２００３年的调查发现大约残存１０只印

ａ

剿匪运动也不例外。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频繁战争摧

支虎，主要在边境线一带活动（Ｚｈａｎｇ

残，华南虎的分布区在此期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退缩

２００５）Ⅲｏ（图５—８）。

（徐艳春，２００５）惮１。

２．６孟加拉虎调查

Ｅ

Ｄ，ｅｔ

ｉ

ａ１．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做主，生活改善，人口

西藏的虎，历史上早有记载。据清·盛绳祖撰＜卫

迅速增加。据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有人口

藏识略》记载，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６）西藏领导人曾向清

１１．６亿人，分布在东部（含华南虎分布区）的为１０．９４

朝皇帝进贡虎皮。清·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西藏志＞

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９４．３％，平均人口密度为２６５．７

说西藏产虎（文榕生，２００９）¨引。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国

人／ｋｍ２。人口多了以后，村屯和道路便伸向山区，先把

科学院西藏考察队进一步证实西藏的虎还活着（冯祚

树林砍掉，再开垦成梯田，

建，１９８６）一１

“你若干扰我，我便捕杀

ｏ

你”。这样，到１９９３年，华南虎分布区已经退缩为３个

近些年来，人们对西藏的虎进行多次专题研究（尹

相互隔离的区域（徐艳春，２００５）ｍｊ。与此同时，２０世

秉高等，１９９３；邱明江等，１９９７；张明等，１９９８；张恩

纪６０年代初，＜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消灭危害山

迪等，２００２）‘肌”１。根据上世纪９０年代虎的专项调查，

区生产最严重的兽害”，华南虎被列为害兽之～，于是

确认我国的孟加拉虎尚有８—１２只，主要分布在西藏东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大力“打虎除害”，到处出现“打

南部的墨脱县境内（图５—８）。

虎英雄”。据估计，２０世纪５０一７０年代至少捕杀华南虎

２．７新疆虎的情况

３

０００多只（Ｌｕ，１９８７）Ⅲ。１｜。根据虎皮收购记录，１９５６

万方数据

新疆虎是Ｓｃｈｗａｒｚ于１９１６年依据库尔勒的标本命名

２６８

野生动物Ｃｈｉ叶。，Ｊｏｕｒｎａｌ

的，全名为Ｆｅｌｉｓ

ｔｉｇｒｉｓ ｌｅｃｏｑｉ

Ｓｃｈｗａｒｚ，１９１６０当时，新疆

［２］

［３］

新疆虎不是俄国旅行者发现的，我国古籍早有记

２０１０，３１（５）：２６２—２６９

谭邦杰．虎在中国的分布．中国动物园年刊（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合

马建章．跨世纪救虎——中国在行动（东北虎林园建园ｌＯ周年
纪念册）．黑龙江省东北虎林园出版，２００６．

［４］

载。清·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记载：“准噶尔部有虎（名巴尔）；回部有虎（名约勒巴

Ｗｉｌ。ｌｌｉｆｅ

刊ｌ，１９８３：１６５—１７０．

虎的数量已经稀少，分布区也已退缩。图５所示，实际
上是清朝末年的情形。

ｏｆ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ＷＣＳ）．拯救与保护野生虎的策略．北
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Ｈｅｍｍｅｒ Ｈ Ｔｈ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ｅｒｉｓ）．Ｉｎ：Ｔｉｇｅｒｓ

尔斯）”。也就是说新疆的天山南北都有虎分布。清·嘉

ｏｆ ｔｈｅ

庆七年（１８０２）＜三州辑略＞记载：“虎，伊犁、叶尔羌

ｔｉｏｎ

有之，他处不闻常有，无林木故也”。清·嘉庆九年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ｋ Ｒｉｄｇｅ，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ＵＳＡ，１９８７：２８—３５．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ｍｅｒｖａ－
ａ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ｄａ－Ｔｉｌｓｏｎ ＲＬ，Ｓｅａｌ ＵＳ）．Ｎｏｙｅｓ

ｏｆ

［６］张亚平，梁爱萍．２０１０虎年谈虎“色”犹变．大自然，２０１０

（１８０４）＜回疆通志＞记载“产虎”。

（１）：刊首文．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先后５次率

［７］高耀亭．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八卷食肉目．北京：科学出版社，

队来中亚探险，１８７７年他买到１只被药死的虎。１８８５年
２月，他在罗布泊的东北部和西部考察了虎的栖息地，

１９８７．

［８］

他说：“总体来说，北疆的老虎较少，而南疆的老虎则
比北疆多得多，大片的原始森林为老虎提供了安全、隐
蔽的场所。温暖的气候，遍地的野猪以及牧民放养的牲
畜为老虎提供了丰富食物。现在老虎最多的地方在塔里
木盆地的塔里木河、罗布泊、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
噶尔河流域，当地居民把老虎叫做“居勒巴鲁斯”。南

马逸清．东北虎分布区的历史变迁．自然资源研究，１９８３，（４）：
４４—４８．

［９］

马逸清．近百年来东北虎分布区的历史变迁／／张恩迪．中国野生
东北虎种群恢复进程和展望．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８．

【ｌＯ］国家林业局．中国重点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北京：中国林业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 １］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ｉｅｋｅｒ Ｊ．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疆老虎的体型和印度虎差不多，身上毛的长度介于短毛

［１２］邱占祥．虎年谈虎的起源．大自然，１９９８，（１）：９一ｌＯ．

的华南虎与长毛的东北虎之间”

［１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写组．中国脊椎动物

（文榕生，２００９）Ｈ“。

１８９９年１１月，瑞典学者斯文·赫定（１８６５—１９５２）在
新疆罗布泊买到１张虎皮，他还记载了当地猎民设陷阱
和放铁铗捕虎的方法（斯文·赫定，１９８４）Ⅲ‘５

化石手册（增订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４］邱占祥，邓涛，王伴月，等．甘肃东乡龙担早更新世哺乳动物
群．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

新疆虎消失的原因，除人为猎杀外，恐主要是生态
环境变化所致，随着罗布泊、塔里木等河流的干涸，虎
即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故新疆虎绝迹的时间应与罗

［１５］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６］何业恒．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

布泊的干涸相一致，虽然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不断传闻有

［１７］王香亭．甘肃脊椎动物志．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

人看见、听见或打到虎的消息滞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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