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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的“屋檐”
               ——走进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

苍山地质公园全景图 / 赵康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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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苍山地质公园于 2005 年 9 月被国土资源部批准

为国家地质公园，2014 年 9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届

国际地质公园大会上被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

文 / 大理州苍山地质公园管理局文 / 大理州苍山地质公园管理局



60

世界地质公园

沧海桑田话苍洱

提起大理，相信大家不会陌

生。1959年，一部名叫《五朵金花》

的电影让大理的苍山和洱海为世

人所知晓，而著名小说《天龙八

部》更是让普通人领略了苍山洱

海边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在地

质学家眼中，大理地区另有引人

入胜之处，那就是位于青藏高原

和云贵高原的交界处的“玉洱银

苍”——“玉洱”是指洱海温润

如玉，“银苍”是指苍山积雪终

年不化。苍山和洱海共同组成了

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结合部一道

最独特和靓丽的风景，并有着极

高的科研价值。

苍山的西北，是海拔 4000

米以上、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青藏

高原；苍山的东南，是平均海拔

2000 米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从

青藏高原这一“世界屋脊”上分

支向南延伸，至下关西洱河处因

断层谷而中断，喜马拉雅山系在

苍山结束，苍山以南则再无山脉

达到 3500 米高度，所以苍山就

成了“屋檐”。从空中鸟瞰：喜

马拉雅山是“头”，屋檐似“腰”，

往南则是“尾”，凸显出我国西

南部反“S”型巨大弧形山系的

全貌，或者看起来横断山更像是

一把“大扫把”。苍山这个“屋

檐”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部

位，这也就是苍山魅力独具之原

因所在。

那么，苍山和洱海的形成到

底有什么地质渊源呢？

扬子地台是数亿年前形成的

中国最古老的稳定大陆，其岩石

大多深藏在地表数千米以下。洱海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扬子地

台的西部边缘。距今 300 万年的时候，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触发

了剧烈的构造地震，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部，地壳突然断裂，

出现一条由北向西的断裂带。在断裂带两侧，地壳上下错开。

西侧，地壳上升，苍劲的岩层巍然耸立，称为苍山；东侧，地

壳陷落，陷落较深的地区汇流成湖。至此，原始的苍山和洱海

正式诞生了。

苍山南北延绵 50 千米，东西宽 10~20 千米，面积 757 平

方千米。盆地海拔 1900 米，主峰马龙峰海拔 4122 米，形成

2000 多米的相对高差。苍山共有 19 座山峰，每两座山峰之间均

有一条溪流，构成了苍山“十九峰十八溪”的独特景观。苍山

东侧是美丽的洱海，面积 250.6 平方千米。洱海形成于冰河时代

末期，其成因主要是沉降侵蚀，是典型的地壳差异升降形成的

断陷湖泊。东岸基岩裸露，岩岛浮于水面，表现了侵蚀“海岸

地貌”特征；南岸湖滨连州府下关；西边苍山山麓为冲洪积裙

地貌，岸边为狭窄滨岸平原镶边，北端江尾为弥苴河三角洲平原。

“苍山十八溪”下切，流水强烈侵蚀、搬运了大量砂石于苍山

东麓堆积，形成大小约 36 个冲 - 洪积扇体，彼此相连形成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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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积裙，这个冲积平原就叫大理

“坝子”，面积162.5平方千米，

是历代白族人民生存繁衍的主要

场所，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大理

苍山世界地质公园就是由“一山

一水夹一坝子”组成，面积 933

平方千米，是集地质地貌、动植

物、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型地

质公园。

总之，苍山与洱海是大地母

亲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一

断层运动中孕育而成的“孪生姊

妹”。这对“孪生姊妹”由“十八溪”

连通上下，由大理坝子衔接湖山，

交相辉映，气象万千。加之四季

如春，气候宜人，植被繁茂，万

紫千红，可谓中外游人观赏的名

胜、当地人民生息的乐土。

1.“世界屋脊”的屋檐

2. 苍山清碧峡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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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写“史书”

苍山是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隆起的杰作，是一座地质构造

博物馆，其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对于岩石学、沉积学、构造地质学、

地貌学以及地球历史等地质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它

是一本孕育了２０多亿年的“天然地质史书”，也是“大理石”和“大

理冰期”的命名地。

——变质岩的“教科书”。苍山主要由变质岩组成，这些岩石形

成于 20 多亿年前的元古宙。苍山的变质岩石反映着不同的变质环境和

变质作用，有的是在地壳深埋高温高压环境下产生的区域变质，有的

是造山运动中遭到强烈挤压引起的动力变质，有的则是岩浆侵入时形

成的热动力接触变质。经过复杂的地质改造，产生出苍山丰富多彩的

变质岩。从板岩、千枚岩、片岩到片麻岩、变粒岩、大理岩、角闪岩、

混合岩、碎裂岩、糜棱岩等，种类多达十余种，堪称变质岩的“教科书”。

——大理石的命名地。此类岩石以产自苍山的最为典型和奇特。

苍山所产的大理岩，由于混入了不同成分的物质或矿物而变得色彩斑

斓，幻化出无限的韵味，成为高档的装饰材料和高雅的艺术珍品。天

然大理石画以其具极强的虚实疏密、飞白泼墨，以及以小观大、尺幅

千里的构图和透视与水墨画相合，隐隐约约，似山，似雪，似花，似

雾，似万里江山，似万水奔流，似波涛汹涌。苍山大理石色彩绚丽、图

1. 苍山角峰与刃脊

2. 苍山大理岩

3. 冰川地质遗迹——刃脊、角峰、粒

雪盆及多级冰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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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美妙，自唐朝以来就一直受到

人们的推崇和珍爱，被视为大自

然的杰作，形成了独特的“大理

石文化”。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

为大理石之奇异而感叹：“故知

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

皆为俗笔，画苑可废矣！”

——“大理冰期”的命名

地。大理冰期有早、晚两次副

冰期，时代分别为距今 5.76 万

年和 1.6 万年，而大理苍山是

中国乃至亚洲冰川所能达到的

最南端山脉，保留着丰富的山

岳冰川活动遗迹。大理苍山冰

川地貌属距今一万多年前的第

四纪末次冰期。

那时气候寒冷，高山被冰雪

覆盖。如今冰川虽已退去，但苍山海拔3600米以上遍布着冰川塑造的

地貌。如高耸的角峰、壮观的刃脊、优美的冰斗、冰蚀湖、“U”型谷，

冻裂岩、冻融地貌等，这些典型的冰川遗迹，不仅是苍山的自然景观，

也对研究古气候环境和地理变化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在第四纪末次冰

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科学价值及世界对比意义，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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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质公园

上高山湖泊与冰川遗迹科考研究

的理想地区之一。1937年奥地利

学者威斯曼将此次冰川活动遗迹

命名为“大理冰期”，地学界从

此将之作为进行国内外冰期对比

的标准。

生物多样“富源地”

苍山世界地质公园一山四

季，气象万千，对于其动植物

的多样性，人们多只知大概，

通常只为它遍山伟岸挺拔的冷

杉林、千姿百态的杜鹃花以及

花团锦簇的山顶草甸而惊叹不

已，陶醉于“琪花瑶草四时闲，

此景仿佛非人间”的境界之内，

欢悦于春夏彩蝶纷飞、鸟唱虫

鸣，溪流之间蛙声阵阵，森林

之中松鼠欢跳、锦鸡逍遥的勃

勃生机之中。但在科学家眼里，

它不但是我国植物三大特有现

象中心之一，而且是“世界植

物富源之地”( 英国皇家植物园

乔治·福来斯语 )。 

由于地处澜沧江、金沙江、

元江三大流域分水岭的复合地

带，又是青藏高原与云南高原

的结合部位，汇集着青藏高原

植物区、云南高原植物区、滇

西峡谷植物区、澜沧江元江中

上游植物区的成分，苍山成了

许多特有植物的分布中心和变

异中心。确认的现有植物达

2849 种，分别属于 182 科 927

属，其中国家级保护的珍稀濒

危植物达 24 种之多。集中分

布有杜鹃、报春、龙胆、百合

和兰花等世界著名野生高山花

卉，其中报春花科植物有 48

种，龙胆科植物 40 种，杜鹃

花有 48 种。仅杜鹃花模式标

本采自苍山的就有 20 种，苍

山特有 7 种。

同时，苍山物种资源的丰

富性早已引起世界植物学家的

关注，相继有法国、英国、奥

地利等国家的科学家深入苍山

考察，他们从这里采集到的植

物新种约 180 种。苍山因此而

成为蜚声中外的植物标本模式

产地。科学界认定，苍山植物

带谱发育完整，物种垂直分化

明显，自下而上依次为稀树灌

木草丛带、暖温性针叶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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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谱和谐

说起云南的历史文化，必然要提到南诏古国和大理国。而南诏

和大理古老的文化，恰恰便是以苍山和它毗连着的洱海区域为中心

所孕育的。追寻大理民族文化的历史踪迹，从远古至今，无论是历

史的沧桑，还是民族的建筑、服饰、生活习惯、文学艺术都离不开

苍山，就连白族人那种开朗、直率、幽默、健谈的民族性格中也不

难发现苍山的气韵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苍山和洱海为大理各

民族的祖先提供了生存空间，见证着各民族生存发展和友好往来的

历史，并成为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依托。

公元 738 年南诏国的建立，结束了我国西南边陲各民族纷争的

割据局面，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公元 8世纪以来，作为南诏大理国灿烂文化代表的许多文物古

迹至今还耸立在苍山洱海之间，诸如崇圣寺三塔、点苍山神祠、南

诏德化碑、大理古城，等等。有位哲人说过“美丽是神性的流露”，

苍山的人文美恰恰在佛教和道教文化方面非常突出。自汉唐以来，

我国西南边疆的两条国际通道“蜀身（yuán）毒（dǔ）道”和“茶

马古道”在大理交汇，使大理成为汉文化、青藏文化以及周边国家

的印缅文化交流的走廊。

大理以白族文化为主体，还有彝族歌舞、汉族花灯等，包容性

极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着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这是历史

上长期以来民族融合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行走在

苍山洱海之间，目之所及，在美丽的田野上有着星罗棋布的村庄，白、

汉、彝、回等各民族世世代代耕耘着、眷恋着这方水土。随着时代

发展，通过广泛交往，融合了各种先进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亲密

无间，共同创建着苍洱之间的现代文明。辛勤工作之余，他们惬意

地休憩在田园美景之中，一年到头有着数不清的节日，诸如三月街、

鱼潭会、绕三灵、本主会、火把节、蝴蝶会，等等。以民俗或信仰

半温润常绿阔叶林带、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带、针阔叶混交

林带、寒温性针叶林带、寒温

性灌丛草甸带等 7个完整的植

被垂直带谱。500 平方千米内

就有 9个植被型、14 个植被亚

型，堪称横断山脉地区植被类

型的缩影，中国西部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典

型代表。

高差巨大、地形陡峻、植

被茂密的苍山，也为动物提供

了良好的栖息场所。区内共有

陆生脊椎动物 604 种，其中兽

类 132 种、鸟类 201 种、爬行

类 25 种。国家一、二级保护

的动物有 26 种，包括许多保

护动物如云豹、黑熊、小熊猫、

羚牛、棕胸竹鸡、雉鸡、黑颈

长尾雉、黑翅鸢、白腹锦鸡、

大杜鹃，等等。

发源于洱源县芘碧湖的高

原湖泊洱海，源头出自罢谷山，

北有弥苴河注入，东南收波罗

江水，西纳苍山 18条溪水，长

约42.58千米，东西最大宽度9.0

千米，湖面面积256.5平方千米，

蓄水量约 30亿立方米，是云南

省第二大淡水湖，共有鱼类 30 

多种（其中土著鱼类 17种），

水生植物 61 种，水禽 59 种。

滨湖镶嵌环绕着众多湿地，高

原湖上波光帆影，晨迎朝阳，

晚听渔歌，形成了中外闻名的

高原湖泊生态保护地，洱海具

有供水、农灌、发电、调节气候、

渔业、航运、旅游七大主要功能。

白族人民称之为“金月亮”“母

亲湖”。
1. 苍山杜鹃

2. 苍山洱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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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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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崇圣寺三塔

2. 苍山小熊猫

3. 苍山白腹锦鸡

活动为载体，忘情地歌舞娱乐，

自然而然地体现着各民族之间

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神”

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成为苍山洱海的动人景观。

结语

苍山洱海是天、地、人合一

的高原自然人文景观，风、花、

雪、月相互依恋，山海相邻情意

绵绵。大理的上关（地名，下关

亦同）鲜花铺地，姹紫嫣红；下

关则是一个山口，清风徐来，舒

爽惬意；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

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

裹；洱海风光秀美，每到月夜，

水色如天，月光似水。1962年 1

月，著名作家曹靖华游过大理之

后，赋留风花雪月的美妙文字：

“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

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

照苍山雪。”雄奇的苍山、清澈

的溪流、悠荡的白云、萦绕的淡

雾、明静的洱海、广袤的田畴、

肃穆的城池，以及散落在盆地中

星光般璀璨的各族村落相映成一

幅幅恬静的诗画。

苍山是大理的，也是世界的。

我们说苍山是大理的，是因为苍

山承载了大理各族人民的精神和

梦想，是大理人民世世代代赖以

生存的家园。我们说苍山是世界

的，是因为苍山承载了世界太多

的荣誉和希望。

（本文由大理州苍山地质公园

管理局李志明统筹整理）

（责任编辑 /崔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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