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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去鹦哥岭!总有不一样的深切体
会"在这里!可以呼吸纯净湿润的空气#在这
里!可以聆听自然美妙的声音#在这里!可以
观赏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的生命现象"

鹦哥岭!是一片生命的海洋"这里!有山
的层峦叠嶂#这里!有林的广袤无边#这里!

有生命的绚烂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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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鹦哥岭主峰上!山峦如聚!江河若
带!云雾似海"

鹦哥岭!是水的宝库"

地跨白沙$琼中$五指山$乐东$昌江 %

市县的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

万亩"这里特有的高山台地现象!华南地区
最大连片面积$ 唯一未被商业开采的原始
热带雨林! 孕育出了海南的第一和第二大
河%%%南渡江和昌化江"

记者行走在这片深山里! 常常看到遍
布黑色的松软腐殖质!一脚踩下去!会现出
浸水的脚印来!却并不粘脚"

&正是这样的腐殖质!能极大地吸收和蕴
藏水分!与树林一起!构建起良好的地表水涵
养层" '鹦哥岭保护区管理站站长黄国昌说!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水利系统!

在它的作用下!年降雨量仅有两成左右变成
气态蒸腾而去#余下八成渗入地下!变成地
表$地下径流!汇入江河" 每亩林地比无林地
能多蓄水 ()立方米"

())*年!鹦哥岭拟建省级保护区时!大
规模的调查得出结论(鹦哥岭地区每年向松
涛水库提供占其入库总量约 &)+的水源"

沿南渡江流域的海口$澄迈$定安$屯昌$儋
州$洋浦$白沙!沿昌化江流域的昌江$东方$

乐东$五指山!半数以上的海南百姓要受惠
于这个巨大的&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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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哥岭!是林的枢纽"

海南是全国热带天然森林保存面积最
大的地区!是全国热带雨林原生地之一"

五指山保护区内!热带雨林分布了 (,

万多亩! 而从 ())-年拍摄的卫星图片上
看!分布在鹦哥岭区域的成熟林!是五指山
区域的数倍"

打开一张海南地图!只见热带雨林的深
绿色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包括以吊罗山为中
心的东南部山岭#以五指山$黎母山为中心的
中部山岭#以霸王岭$尖峰岭保护区为中心的
西南部山岭"

而鹦哥岭的位置! 正好位于这三大热
带雨林区域的中间"黄国昌说!鹦哥岭所在
位置! 对海南保护区网络建立起到枢纽连
接作用!形成巨大的生物通道!解决了海南
保护区面积小$ 分散这一长期存在的关键
问题"

鹦哥岭!是山的台地"

鹦哥岭与五指山$尖峰岭等独立陡峭山
岭迥异的高山台地地貌!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谓高山台地! 只有亲身攀爬鹦哥岭
才会有更真切的体会"从山下看!鹦哥岭的
山峰都很高"一旦爬上来后!就会看到相连
的几个山峰!相对高度差别不大!形成高耸
的台地"

鹦哥岭有海拔在 ,"))米的主峰台地!海
拔 ,'))米的马或岭$南乐山台地!以及海拔
,-))米的青介台地等 *个高海拔台地"

正因为这些台地的存在! 当气流爬升
到高海拔区域形成降雨后! 才能形成比单
立的山峰更大程度的积蓄水分"同时!鹦哥
岭还拥有丰富的褶皱!纵横的沟壑!这样的
地形地貌!使鹦哥岭储水能力更强!生物多

样性的基础也更好" 由于这些台地的连片
原始森林植被保存非常完整! 使高山动植
物有了相对集中的栖息活动区域"

WXY,Z[\]^_

鹦哥岭主峰附近!有一片珍贵的华南五
针松林" 高大的树干$挺拔的身姿$翠绿的华

冠!踩在树下一尺多厚的绵软苔藓上!仿佛置
身童话梦境"

华南五针松虽然瑰丽!也不过是鹦哥岭
众多植物中的一种" 鹦哥岭!是植物的王国"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
貌!造就了鹦哥岭完整的植被类型和极其丰
富的植物种类"区内分布有从热带低地雨林$

热带季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山地常绿阔
叶林$热带针叶林$热带山顶矮林的完整垂直
谱带" 已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种!其中国
家!级重点保护植物 -种# 国家"级重点保
护植物有 (%种"

桫椤是原始森林的代表种类" 这个身
高 ()多米!枝繁叶茂的高个子是遥远冰河
时代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在鹦哥岭的大部分
地区! 对环境要求十分苛刻的桫椤都能很好
的生存!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群落"同样高大雄
壮的陆均松$鸡毛松$乐东拟单性木兰等山地
雨林乔木树种!不仅数量繁多!且长势良好!

胸径多在一米以上"

&两地的植被物种很相似!但鹦哥岭有五
指山没有的物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首
席研究员邢福武将两个保护区的植被进行了
简单比较"他说!譬如鹦哥岭有较大范围的海
南鹅耳枥群落!这需要潮湿$水沟多的环境#

山地雨林中的优势物种陆均松!在鹦哥岭也
分布更广$面积更大"

以往仅在霸王岭发现的海南油杉!也
于 ())*年的调查后在鹦哥岭惊艳亮相!与
仅在五指山以东有分布的皱皮油丹在此相
遇" 而新纪录种轮叶三棱栎和伯乐树也在
鹦哥岭喜相逢"这表明!鹦哥岭是亚热带植
物种类与典型热带植物种类$ 干热性植物
种类与湿热型植物种类相互渗透的交汇地
带! 为植物区系地理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
贡献"

而寄生植物则是森林里头号里的&破坏

分子'!喜欢抢夺他人的劳动果实"曾沿南盆
溪一路上溯到海拔 ())多米的地方!科考队
曾发现一棵突兀立在水边!浑身长满&羽毛'

的树" 这原本是一棵大重阳木!却被高山榕
无情地绞杀"但螳螂扑蝉!黄雀在后!高山榕
暴露在空气中外面部分!则重重叠叠长了一
身的斛蕨!再蹈重阳木的覆辙"

在鹦哥岭的原始林!这等绞杀$附生的
现象比比皆是! 严酷的达尔文法则在这里
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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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哥岭!还是动物的乐园"

鹦哥岭已记录到脊椎动物 -*,种!其
中有淡水鱼类 &%种 )海南特有种 ,/个*!

两栖爬行类 .)种 )海南特有种 ,%个*!鸟
类 (,&种!哺乳动物 -.种#有国家!级保
护动物 %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种"

())%年 %月 *)日!调查队找到了曾发
现却无发表的新种树蛙" 这是一只浑身碧
绿$后肢内侧反红的小树蛙"调查队发现时!

大腹便便的雌蛙正用前肢抓住几片竹叶的
柄!它的背上趴着雄蛙!体型不到雌蛙的三
分之一!前肢圈围着雌蛙!后肢时不时像是
打滑一样在雌蛙身上蹬动!那是雄蛙在抚摸
雌蛙!以帮助它产卵"

一种打着&长臂' 名号的长臂蟾蜍!也
笃定在这里被发现" 大部分蟾蜍四肢非常
短!前肢不到躯干的三分之一!而长臂蟾蜍
的前肢却有躯干长度的三分之二长! 一举
刷新海南纪录"

既有长臂蟾蜍!也有无脚蜥蜴" 这种以
不长脚来区别于普通蜥蜴的海南脆蛇蜥!是
海南特有种"

而在海南兽类中! 处于生物链顶端的
大型兽类! 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和水

鹿等的痕迹被发现! 还有省级保护动物豹
猫的痕迹"

鸟类也有不少新发现" 海南的 *个特
有鸟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和海
南柳莺在鹦哥岭都有记录" 而在海拔 ,&))

多米发现的稀有鸟种胸蓝姬 和金头缝叶
莺则是当地植被生态良好的证明"

在对动物的观察中!收获最大的当属昆
虫组" 一座热带雨林的良好运转还需要昆虫
的配合"它们是绝大多数动物的食物来源!也
是雨林生物链得以延续的保证"

())%年 ,(月!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王
敏分别在海拔 ,(-)米和海拔 *-) 米的驻
点!捕获 ,)多只硕大的蛾类" 这种蛾的翅
膀完全展开!超过成年人手掌!再加上其
翅膀上那四个大眼睛似的闪着翡翠的光
泽的光纹! 就如同鹦哥脖子上那圈绿纹"

这是大蚕蛾科目大蚕蛾属的中国新记录
种!为表示纪念!王敏将此蛾命名为鹦哥
王蛾"

&这种蛾在全世界有 ,)))多个种!因
为漂亮!其研究进行得非常充分"而鹦哥岭
还能发现中国新记录!实属难得" '王敏说"

在此前的当年 "月!华南农业大学昆虫
学博士生陈南生捕获一只巨大的蚁蛉"此蚁
蛉翅膀展开后有 ,%厘米以上! 是全亚洲最
大的蚁蛉" 目前全中国只有 *枚蚁蛉的标
本!鹦哥岭发现的这只!还填补了蚁蛉标本
没有雄性的空白"

&鹦哥岭存在体形如此巨大的昆虫!

说明鹦哥岭昆虫食物丰富!昆虫生物链完
整!这与森林资源良好有莫大的关系" '王
敏说"

&鹦哥岭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国内绝无
仅有的大面积连片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极
其丰富!还有很多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华
南农业大学教授江海声说"

鹦哥岭:美妙灵动的雨林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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