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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作为海口的一员，相信不少市民不知
道，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生物多样性
资源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占有翘楚地位。

作为全省人类活动强度最大的地
区之一，海口今天仍保存了密度较高
的生物种类，其中植物有1588种。

如此丰饶的生物多样性让我们自
豪，但随着城市扩张的步伐，城郊的植
被逐渐在退缩，物种在减少……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城市发展不能
同步协调进行吗？近日，北大教授俞
孔坚在海南开展“大脚革命”讲座，倡
导自然之美，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建
设生态城市。

当然，要建设生态城市，除了唤醒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还要认识到城
市原本的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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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是生物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是生物与其生境相互
作用的结果。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1992），生物多样性指

“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
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
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
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
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已
经发展为四个层次：物种多样
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
性和景观多样性。针对不同的
研究对象，生物多样性由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三个要素组成。

城市生物多样性（Urban
Biodiversity），是指城市范围内
除人以外的各种活的生物体，
在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前提
下，所体现出来的基因、物种和
生态系统的分异程度。

城市生物多样性与城市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与
功能直接联系，与大气环境、
水环境、岩土环境一起，构成
了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态
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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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在羊山湿地还基本保持原貌
的时候有机会去了解她，亲近她。但我们更
担心羊山湿地会在我们还未认识完全的时
候就消失了。”卢刚表示，“我们必须正视这
些挑战，为羊山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一条
正确之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和耕作方式的改变，不少湿地面临退化的危
险。羊山湿地的调查就发现，这些地方正面
临着被填埋、排干、采石、工农业和生活污
染、外来生物入侵等多方面威胁。

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要给生态留下
空间，不要人为地破坏大自然的平衡。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认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可分为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
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
身的保护，后者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
体保护（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
这对海口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适用。

卢刚针对羊山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出政府和企业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
开发建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
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监
督；建议海南省和海口市政府尽快出台有关
淡水湿地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让淡水湿
地保护纳入法制轨道；企业在施工前，要充
分了解湿地的水文特征和动植物现状，在施
工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湿地的填埋和开
挖，慎重引入外来物种；白水塘、那央村、玉
龙泉湿地具有高生态价值地点，建议完整保
护；羊山湿地中有不少泉水历来是当地居民
的“圣地”，应鼓励当地社区发扬传统，保护
好村庄的水源和水系；希望有更多不同学科
的力量来羊山湿地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有
关地质地理、人文历史、民风民俗等方面；加
强对羊山湿地的宣传，引领公众了解羊山湿
地、欣赏羊山湿地，让海口的市民自觉爱护
这片美丽的“后花园”。

“我们亟需出台省级和市级湿地管理条
例，依照条例，建设省级或市级湿地公园。”
卢刚认为，当前保护的落实卡在法规不健全
上，国家级湿地公园标准达不到，地方政府
不知如何下手。

杨小波则在给省政府的一份生态规划
报告中，强调“完成全省的生态红线区域划
定、海岸线退缩线的划定，做好‘护山’‘护
海’‘护天’和‘护地’等工作是海南生态格局
形成的关键。”

按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1—2030年）要求，海南省人民政
府于2011年12月启动了《海南省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4—2030年），
邀请了华南、北京等国家级专家与本省各部
门、高校、科研院所人士，历时两年，分18个
专题完成了《计划》。

“下一步就是各市县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史建康说。

据了解，目前海口市已启动编制《海口
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正在
进行招标。除了对海口市的生物多样性现
状进行调查，对发展定位分析及环境压力进
行分析，还要确定海口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近
期、中期、远期保护和发展目标，巩固生物多
样性保护基础，提出优先保护关键生态系
统、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

“目的是形成海口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海
口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良好格局，推进海口市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区的建设。”海口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新《环境保护法》要求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参照《国家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海口生态红线的划定，第一条是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区，保持水土、防
风固沙、调蓄洪水等）；第二条是生态脆弱区
或敏感区保护红线；第三条是生物多样性保
育区红线。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2011年12月的一天，香港嘉道理驻海
南保育主任卢刚开车从海口绕城高速公路
经过，无意间看到路两边长着一些怪草，便
停下车去一探究竟。

这些怪草后来被证实为野生稻。这勾
起了卢刚对海口羊山湿地生物多样性进行
调查的念头。接下来，海口一大群自然爱好
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耗时一年多完成了这
项调查，调查报告出炉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
在发挥作用。

长期从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高高
在海口火山口开心农场工作时，曾带游客去
看古荔枝树，荔枝树上探头探脑的松鼠惊奇
了孩子，也触动了高高。后来高高请来卢刚
上课，火山口一条普通的小路上，卢刚指指
点点，路边的野菜，树上的物种，入茶做药的
草，短短100米走了一个小时，笔记本上写
了20多页，照片拍了上百张。受海南生物
多样性的启发，高高创办了儿童生态教育品
牌——松鼠学堂，学堂成了海口家长和孩子
们的热门去处。

被誉为海口东寨港“鸟人”的小伙子冯
尔辉，从早到晚的工作除了观鸟、监测鸟，还
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研究机构和观鸟爱
好者。冬季是东寨港观鸟的最佳季节，从地
域来划分，各地观鸟客中来自北京的人最
多。冯尔辉认为首都教育程度最高，经济越
是发达地区，人们越是掌握生物知识和生起
保护之心。

吴远飞喜欢在海口南渡江边的滨江西
路跑步，一开始总能看到不知名的花花草
草，煞是美丽，吴远飞便寻来一本关于海南
热带植物的书籍，对照图片去认识它们。但
遗憾的是，没等吴远飞认全这些植物，一些
种类的花草竟然逐渐在原地找不到了。

“海南堪称全国乃至世界的天然基因
库，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意义重大。”海南环
境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史建康介绍，海南地处
热带，又是与大陆存在一定距离的海岛，生
态系统类型丰富多样，生物物种种类及特有
类群均居全国前列，拥有农作物、家畜家禽、
渔业资源、野生花卉、药用植物等重要宝贵
遗传资源。

杨小波主持编撰、正在陆续出版的《海
南植物图志》丛书中认为，“海南岛由于地处
热带北缘，自然条件优越，植被生长快，植物
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岛屿由于界限明确，
与其他陆地（岛屿或大陆）存在隔离，其隔离
分化机制对岛屿生物多样性形成具有重要
意义，这为岛屿物种特有度普遍较高的现象
所证实，而且许多生态和进化过程在岛屿上
的效应较明显。因此，长期以来受到生物地
理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关注，被中国政府
列为国家的优先保护地区，其岛屿的南部也
已作为中国11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和33个优先保护地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最具价值和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

而海口得益于复杂的立地类型，其生物
多样性分布在长达130多公里的滨海亚区
（包括东寨港红树林），南渡江西岸亚区（羊
山地区），南渡江东岸亚区。这些地缘优势，
都是其他省会城市，人类活动频繁之地稀缺
的资源。

“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掌握海南的生物
资料信息。”史建康说，以海口为例，其动物、
植物、微生物数据资料等，因为科研立项而部
分掌握在一些专家手中，目前还呈碎片化。

但城市还在继续扩张，城市化需要更多
的土地，所以城郊的植被在退缩，物种在减
少，土壤变紧实，有机质含量减少，采石取土
继续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及景观等。

卢刚拿着野生稻向省农科院专家请教
时，才知道2002年省农科院已经开展过海
南野生稻资源调查。当时全省共发现野生
稻居群103个，其中普通野生稻87个，疣粒
野生稻11个，药用野生稻5个。由于受到非
常严重的破坏和干扰，野生稻居群现状已大
不如十多年前了。

对羊山湿地生态的那次调查，吸引了数十名专业人士
和志愿者。调查分外来生物、蜻蜓、蝴蝶、鱼类、两栖爬行
类、植物、大型真菌、鸟类等小组，志愿者有学生、教师、警
察、公务员等各种职业。

“让我们所有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龙婆西湖庙。”调查
完成两年后，在政法系统工作的陈琼发仍能回忆起每个
细节。

从海口绕城高速公路观澜湖路口转下，就到了龙婆西
湖庙。这里地属海口秀英区永兴镇，湖水环绕着庙，放眼
四周全是羊山地区常见的火山石，以及当地人种植的开放
式果园。主殿东墙外紧邻庙墙的小池中，一尊石头刻成的
龙头被镶于池壁，汩汩泉水从张开的龙嘴中流出，汇聚成
湖。泉水清甜，夏凉冬暖，常年不息。无论水质，动物还是
植物，整个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都保护得完好。

“我们在湖中看到了娇贵的水菜花！”陈琼发说。水菜
花是一种沉水植物，可生长在4米的深水中，喜温暖，要求
水体清晰透明。同株的叶片形状、叶柄和花薹的长度因水
的深度和水流急缓有明显的变异。由于是中国独有的珍
稀濒危水生药用植物，水菜花对水质很敏感，只要水稍被
污染水菜花就会死亡。调查团队最后认定，龙婆西湖庙生
态环境保护完好，归功于当地居民对庙宇的崇敬态度。

后来从事旅游职业的郝珊珊感慨：“通过这次调查，
才明白保护好原生性就是最大的旅游价值，而非挖坑埋
土新种树这样野蛮的开发。希望将来的羊山湿地稻田依
旧在摇曳，孩子依旧在欢游，女人依旧在劳作，水菜花依
旧在绽放。”

参与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的谷峰仍记得两年前9月那个
飘着蒙蒙细雨的夜晚，蛙最喜欢活动的气候里，几个调查
员在那央村寻找着白天见不到的蛙类。突然有人指着一
片芭蕉叶大喊：“看！华南雨蛙！”谷峰跑过去，乍一看什么
都没有，仔细再看，果然有一只极小而又翠绿的小蛙趴
着。当大家拿相机对着雨蛙时，这只小生物很是淡定。“当
时我就一个愿望，希望这种小精灵可以永久地在这片土地
上生存下去。”谷峰说。

陈琼发在这一次调查中，再次见到了西番莲科的藤本
植物——双目灵（蛇王藤）。这种叶柄处有两个对生隆起
的圆形结节，像两个凸出眼睛的植物，分布海南北部各县
海拔50米—300米林缘或灌木丛中，极为少见。但双目灵
的功能很强大，有解毒、消肿功效，是海南民间用于治疗毒
蛇咬伤、蜈蚣咬伤，蛇头疮（脓性指头炎）的良效药。曾有
民间医生对陈琼发说过：“蛇王藤有公、母之分，蛇王就在
不远之处守着它。”果然，调查发现了省级保护动物金环
蛇，蟒蛇也不少。

这一次对羊山湿地生物多样的调查，总共记录有水生
植物32科47属62种，其中挺水植物49种，沉水植物7种，
浮叶植物3种，漂浮植物3种；鸟类32科68属86种，两栖
类动物5科12属16种，野生鱼类14科33属44种，蜻蜓6
科23属32种，蝶类134种，大型真菌61种。新物种1个
（平地小皮伞）；海南植物新纪录种2个（异叶石龙尾、菖
蒲）；海南真菌新记录种1个（浅褐钉菇）。

“异叶石龙尾、菖蒲等说明羊山湿地是海南水生植物
最丰富。另外记录到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水蕨、海菜花和
野生稻，这三种珍稀植物竟然在羊山湿地分布非常广，羊
山湿地的保育意义值得倍加珍视。”卢刚认为。

“那央村和白水塘分别记录到43种和40种水生植物，
远超出其他地点，具有很高的保育价值。据说蓝睡莲在三
亚已经消失了，但海口还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具有较高
科研价值的水蕨，当地人竟然当做野菜来吃。”刚到海口工
作就参与了此次调查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博士黄圣卓
感叹，大开眼界，终于让书本上的图片“眼见为实”了。

而那些关于羊山地区书本上曾有记载，此次并未记录
到的物种，公众调查队拿着图片向当地人寻访。“我们告诉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那些生物有多宝贵，也算是直接
进行的生物多样性知识普及和保护吧。”黄圣卓认为。

查阅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的书籍，
自然界中对人类贡献最大的动物是“牛”，因
为牛身上找到的“牛痘”治疗了“天花”，挽救
了人类的生命；排第二位的是鳄鱼，因为在
鳄鱼身上找到的“青霉素”，是治疗伤口感染
（炎症）的特效药，后来衍生了抗生素系列。

海南对人类的贡献是袁隆平研究出的
杂交水稻，该水稻母株源于“海南野生水
稻”。袁隆平杂交水稻解决了我国上亿人口
乃至全球更多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现在对地球的了解也不全面，大
致估计总共有500万种生物，但记录的只有
140万种左右，其中植物40万种左右。而
人类栽培不到一万种，其中与粮食有关的
千种左右，但目前占世界食物消费量90%
的植物却只有30种。”杨小波说，栽培植物
的野生亲缘种究竟能提供多少对农林业发
展有用的遗传材料现在很难确定，不知道
哪天我们依赖的植物突然出问题，哪天会
产生出某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保护好生态
系统，就是保护人类，“人类的问题只能靠
我们地球来解决。”

卢刚在羊山湿地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束
后总结，“羊山湿地是海南水生植物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多样化的湿地类型和洁净的水
源孕育了丰富多采的水生植物；不少会成片
绽放具观赏价值的花朵、浮叶，是一个不可
多得的天然湿地植物花园，具有较高的保
育、景观价值。羊山地区既满布区域性、大
面积、多类型的湿地，又拥有海口周边不可
多得的天然森林，共同构成了水陆结合的立
体生态系统，这在海南并不多见，是海南的
一块天然财富。”

换言之，羊山湿地在专家眼里的物种和
系统，是市民身边的气候调节氧吧。生物多
样性除了直接价值，还有涵养水源、净化水
质、巩固堤岸、防止土壤侵蚀、降低洪峰、改
善地方气候、吸收污染物，调节全球气候变
化中的作用等间接价值。

“许多人现在看不到生物多样性的价
值，让建筑侵占的土地上可能就有生物在消
失。”黄圣卓解释，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
它的创造力就越大。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
是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每一种物种的绝
迹，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死亡。

专家们表示，海口的城市生物多样性因
为还未被社会大众认识，否则城市价值将会
进一步提高。

绕城高速路边的怪草

海口生物多样性有多丰富？

“海南堪称全国乃至世界的天然基因
库，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意义重大。”海南
环境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史建康介绍，海南
生物物种种类及特有类群均居全国前列。

羊山湿地娇贵的水菜花

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通过这次调查，才明白保护好原生性就是最大的
旅游价值，而非挖坑埋土新种树这样野蛮的开发。希
望将来的羊山湿地稻田依旧在摇曳，孩子依旧在欢游，
女人依旧在劳作，水菜花依旧在绽放。”

杂交水稻母株源于海南

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有多大？

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它的创造力
就越大。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互相依
存，相互制约的。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预
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死亡。

建省级、市级湿地公园

怎样保护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亟需出台省级和市级湿地管理
条例，建设省级或市级湿地公园。”卢刚认
为，当前保护的落实卡在国家级湿地公园
标准达不到，地方政府不知如何下手。

羊山湿地生物多样调查
水生植物32科47属62种

其中挺水植物 49 种，沉水植物 7 种，浮叶植物 3
种，漂浮植物3 种

鸟类32科68属86种

两栖类动物5科12属16种

野生鱼类14科33属44种

蜻蜓6科23属32种

蝶类134种

大型真菌61种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稻 熊一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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