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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舍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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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城市内河的生态修复选择

美舍河结缘红树林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刘贡 计思佳 叶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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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舍河生态修复为何会种上红树
林？得从美舍河治理项目开工一个月，在
南渡江边司马坡岛段发现秋茄那天说起。

2017年3月1日，海口美舍河水体治
理和生态修复项目顾问邓新兵正在滨江
路上与施工方开会。邓新兵的助手、热带
植物专家黄青良利用等候的空隙在南渡
江边拍摄花草，突然，他看到了秋茄。

黄青良拔腿去找邓新兵，迫不及待
地告诉他：“南渡江有秋茄！”

两人回到现场，仔细查看。此地生
长的秋茄共五六株，最大的约1人高，碗
粗的树干扎在泥土松软且冒出火山石块
的河滩上，一条枝干奋力向上生长，另一
条俯身河面，成熟的果实已经落到地上
长出新株。目测此树往南约20米便是
司马坡岛的施工便桥。

秋茄为红树植物的常见品种，多生
长在河流入海口海湾较平坦的泥滩上，
果实形状似笔，成熟后跟茄子非常相
似。许多红树植物具有“胎生苗”的特别
功能，如秋茄的果实还挂在树上时，种子

已开始萌芽。果实落下时，尖端扎进泥
土内；如果落在海里，能浮水的种子会随
水漂流，待退潮时再跌落泥土生根生长。

这说明潮汐对南渡江的影响至少到
了司马坡岛。

“告诉我们这个喜讯时，他俩手舞足
蹈，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奔走。”海口市城
镇内河（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冯鸿浩说。

只有了解美舍河内情的人才知道个
中原委。

2009年底，海口开始实施美舍河引
水干渠工程。位于司马坡岛西侧的南渡
江岸泵站建好后，开始从江中提水经地
下管道由河口路补充到美舍河。换句话
说，美舍河水自河口路起往下，已经是南
渡江水了。

在南渡江司马坡岛段发现秋茄（此
后在南渡江两岸近海20多公里河段，陆
续发现了老鼠筋、水黄皮、黄槿等红树、
半红树），意味着美舍河有可能大范围种
活红树植物。

南渡江边发现秋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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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舍河河道渠化之前，乃至河
水水质没有恶化之前，长有哪些水
草，靠什么植物固堤，河里有哪些
鱼类、底栖生物，河床土壤如何？
关于这条河流曾经的生态本底，已
经找不到史料，甚至没有人能叙述
当年的物种，只听说下河可抓鱼
虾，水清可濯衣裳。

生态治理美舍河，其目标包括
恢复水清草茂的景象，因此设计方
案、实施步骤均围绕“修复”展开。
一开始，红树林种植并不在美舍河
生态修复植物的考虑范围，直到论
证了它存活的可能性，项目团队才
着手尝试。虽然大部分人不相信
美舍河能种活红树林，但事实证
明，比起草本的水生植物，红树林
在热带北缘的海口，种活是最低的
要求。而红树林的存活，就是美舍
河生态修复的重要指示物。

然而，红树林更大的意义还在
后头。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建立后，国家之间可购买碳排放指
标，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态价值补
偿。研究表明，红树林系统固碳能
力为地球生态类型之最。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当城市里蔓延生长红树林，即是海
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生动体现。

生态本底“断臂再植”

一个月来，“断臂再植”在项目指挥
部成为热词。

2016年11月，海口开始启动31个
水体治理。2017年2月，美舍河5个示
范段同时开工，这是海口首次尝试系统
施治（整合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
安全、水文化、水景观等功能），但如何恢
复水生态，一直是个难题。

作为一条城市内河，美舍河河段大
部分流经中心建成区。国内城市在城镇
化进程中，为了保障城市内河的行洪功
能（水安全需要），几乎全部采用“三面
光”工程，即对河流的河床、河岸进行硬
质化处理。已经“三面光”十多年的美舍
河，不仅断绝了地下水源补给，被硬质堤
坝围合的河壁、河岸不再生长生物，也就
缺失了植物和土壤对河流的自净作用。
由于河流纳污能力丧失，加之污水排放
入河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水质始终无
法根本改善。

即便截污纳管解决了污水直排问

题，“城市病”依然积重难返。如阳台排
水管与市政雨水管相连，由于市民不知
情，许多家庭把洗衣机安装在阳台上，洗
衣水最终流进了雨洪渠道。包括美舍河
在内，不可避免地纳入洗衣水，因此客观
上也要求这条河流采取生态办法自净。

海口治水办工作人员翻阅史料，巡
访当地老人，发现关于这条河流的技术
性资料少得可怜，最早的生态本底更是
无从知晓。

“建省办特区后，我家住在琼苑宾馆
附近，美舍河已经被水浮莲（水葫芦）入
侵。有一年开满了紫色花，外表看似很漂
亮。但水流不畅，从岸边看河床，像一片
泥泞里淌过一条小水沟，走近能闻到河水
发臭的味道。”海口市民温冬蕾回忆。

项目指挥部反复调研、分析、比较，
又向市领导多次汇报，决定放弃恢复美
舍河生态本底的念头，“让这条河流里的
一切生物都重新来过，进行‘断臂再植’
的生态再造”。

重要的生态指示物

美舍河5个示范段堤岸、浅滩、河床
各种什么，均按照规划紧锣密鼓地进
行。但长堤路入海口的一些淡水草本植
物却长势不佳。

项目指挥部怀疑河水盐分高，淡水
植物不适应。检测结果验证了怀疑。

“如果能种红树植物就完美了。”省
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和部分专家
想到了一块。因为，红树林湿地去污能
力强（成年红树林平均每年每公顷能去
除350公斤至450公斤氮、35公斤至45
公斤磷），本身抗污能力强。更重要的
是，红树林湿地本身就是生态系统。

作为热带、亚热带海滩上特有的森
林类型，红树林通常生长在港湾河口地
区淤泥质滩涂上。红树林湿地中的生产
者除了木本的红树植物本身，还有浮游
植物和底栖硅藻；而消费者有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和游泳动物等类群；同时，红树
林湿地也具有陆地森林性质，生活着昆

虫、蜘蛛、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
被誉为“海岸卫士”和“海洋生物伊

甸园”的红树林，处于海洋和陆地的动态
交界面，是一种独特的海陆边缘生态系
统，不仅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高的
生物生产力和重要的海岸防护功能，而
且在全球生态平衡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已知全球红树林植物有23科
30属81种，海口现有20科35种，其中
真红树11科23种，半红树9科12种，占
全国红树植物种类的97%。

与三亚河原本就生长着红树林不
同，海口美舍河能否种此植物没有先例
可循。

项目指挥部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认为
红树林不仅具有净化水体，营造生物栖息
地，维护生物多样性等作用，还可以成为海
口这座滨海城市的特色景观。倘若作为生
态指示物的红树植物在美舍河大面积活下
来，标志着这条河流的生态全面恢复。

“哪怕活下来一棵”

钟才荣作为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技术专家，被请到美舍河察
看环境是否适宜种植红树林时，正是“种”
与“不种”两方意见争论最激烈的时候。

持“不种”观点的人理由有二。一是
美舍河入海口很多年前尝试过种红树植
物，但没有成功，说明此地不宜种；二是
人工种红树植物难度高，不如选其他水
生植物，由其自然慢慢生长。

钟才荣应邀在几个河段的岸边上下
转悠了几圈，很快断定“存活问题不大”。

因指导海南大学东坡湖和海口龙珠
湾种活红树林，成功改善了水质，钟才荣
在海南植物专家中被尊为红树权威。

如今走进海大东门，抬眼可见白鹭
从湖面掠过，波光粼粼的湖水倒映着郁
郁葱葱的红树植物，吸引路人驻足。但
13年前，这里还是一湖臭水。

海南大学校园服务中心主任邓培介

绍，东坡湖与海水相连，海水从海甸溪经海
警支队、捕捞村、拦海村进入湖内。但湖水
与海水交换共用一条通道，且周边生活污
水也直排入湖，因此东坡湖的治理长期困
扰着学校。2004年前后，学校组织开展了
一次抽干湖水的清淤行动，淤泥直接堆在
湖中央成岛。大约2004年10月开始种红
树植物，20来个人，抓紧退潮的间隙，用3
天种下了5000株海莲、海桑、海芒果、海漆
等红树种。这些红树植物的存活率最终达
到90%，至今已自我繁育四五代。

东坡湖周边全部完成截污纳管已是
2015年，但自从种上红树林，湖水质量
改善非常显著。没有污水的影响后，蓝
天下，清波、红树、白鹭、校园构成的画面
更是美不胜收。

无论如何，此次美舍河治理也要尝
试红树植物的种植。张琦嘱咐钟才荣：

“哪怕活来下一棵，就是希望！”

半个月生新根

钟才荣心里有数，因为美舍河潮间
带、盐分、温度、静浪、沉积物这5个红树
植物生长的条件都具备。

精心选出来的红树假植苗，种进美
舍河不久就开始抽新叶。

5个示范段中，除了高铁桥下和凤
翔公园两段，海口还在长堤路、振兴路、
文明路、白龙路、国兴路附近河段分批种
下红树植物。

果不其然，半个月后，将植株从泥土
里挖出来检查，红树植物已经生出新
根。上万株假植苗几乎都活了下来，看
不到打蔫的现象。

温冬蕾的小儿子常常闹着要看“坐
船的挖掘机”。原来，挖掘机可搭载在浮
船上进到美舍河中央，将河底的淤泥挖
出来，再回填到种植区。美舍河红树林
种植，实现了就地取材。河底淤泥成为
红树植物的天然肥料，加上拆除坚硬混
凝土驳岸，建设阶梯式河岸时的多余土
壤，都供给了红树植物生长。

黄青良统计，美舍河目前种植的真
红树有桐花树、红海榄、木榄、海莲、尖瓣

海莲、海榄雌、无瓣海桑、拉关木、卤蕨
等。半红树和红树林伴生植物有银叶
树、玉蕊、阔苞菊、茳芏、文殊兰等。根据
每个地段盐分、水分、潮汐等情况不同，
选择不同习性的种类。

钟才荣解释，靠近入海的河段含盐
较高，潮水也比较规律，可选择树种较
多。国兴路段在栽种前期，需经过周期
性海水浸淹后再种植。该河段由于海水
盐度低，不宜种植对盐分敏感的树种。
在美舍河两岸种植红树林，最好让潮汐
或人工模拟潮汐，每月浸淹红树林10次
至15次，每次2个小时至3个小时。

通过综合整治以及红树林湿地的净
化作用，美舍河水体将彻底摆脱“黑臭”
的历史。半年多来，美舍河两岸已形成
错落有致的植物配置。不久的将来，红
树植物特有的“胎生”胚轴，红海榄的支
柱根，海桑的呼吸根，秋茄的板状根交织
在一起，其丰富的凋落物和底栖生物，会
吸引更多前来觅食的水鸟，与红树植物
一起营造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独特景
观。

河里种出“金山银山”

11月12日，施工方在长堤路至文
明路拍到了美舍河红树植物自我繁育的
第二代。一片桐花树中不到1平方米空
隙，一株小小的桐花树从水里冒出芽来；
一棵碗粗的海莲边，一株桐花树小苗已
经长出了五六片叶子。

“周期性潮水浸泡，潮汐循环往复地改
变基质状况，形成开放包容的多种生境，让
红树林生物更为多样。”钟才荣介绍，中国
红树林湿地以239公里狭长地带，繁衍生
息着至少2954种生物，其单位面积物种丰
度是海洋平均水平的1766倍。

构建红树林植物多样性的同时，又为
鸟类和鱼类提供了食料；漫滩和湿地底泥
为大型底栖动物提供了生境；而大型底栖
动物在林下的造穴运动，改善了土壤的通
气条件，增加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
促进有机物的矿化作用，有利于红树林生
长；植物种类的增加，相应的昆虫数量也
会随之增加；生境面积的增大，会吸引更
多小型哺乳类动物前来觅食和栖息。

“当美舍河继续种植红树林，整个生

态系统的食物链会加长，食物网复杂程
度增加，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更加稳
定。”中规院水务专家王晨指出。

资料显示，热带雨林是现存森林中
生物种类最多的一种森林群落，但红树
林生物生产量是热带雨林的2倍。更神
奇的是，红树林系统的碳汇能力是热带
雨林系统的5倍多。

碳汇，这种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
植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
土壤中，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
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最终形成了国际“碳
排放权交易制度”。让碳排放超标的国家
出钱向未超标国家购买指标，通过市场机
制实现森林生态价值补偿。

“从红树林湿地固碳可以看出，在美舍
河种植红树林，正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体现。种在美舍河里的红树
林就是‘金山银山’！”美舍河水体治理和生
态修复项目现场指挥长、海口市常务副市
长顾刚说。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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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舍河逐渐恢复水清岸绿的景象，
吸引越来越多市民前来休闲。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红树植物在美舍河长势喜人，它的存活代表河流生态修复取得成效。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