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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盼望在大好春光中、在
万花丛中，欣赏到蝴蝶的美丽身
姿。到东寨港观蝶，是一个不错选
择。

那么，什么时间去东寨港观蝶
最好，东寨港的蝴蝶主要分布在哪
些地区，去东寨港如何观蝶、如何
拍摄蝴蝶呢？

最美不过蝴蝶舞

“蝴蝶以独特的色彩，被誉为
天然的艺术品，给人以光彩夺目
或素雅高贵之感觉。人们可以
从蝴蝶观赏中得到美的享受。”
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
所研究员顾茂彬是知名蝴蝶专
家，是业内权威著作《海南岛蝴
蝶》的作者。

在顾茂彬看来，蝴蝶色彩斑
斓、美丽动人，历来受到人们的青
睐。蝴蝶的大多数种群爱在阳光
下活动，在鲜花丛中飞舞，使大自
然充满生机和诗情画意，引人浮想
联翩，寄托情怀。

最美不过蝴蝶舞。这是很多
蝴蝶研究者和游客的心里话。凤
蝶，色彩明艳、颇受青睐；蛱蝶，翩
翩漫舞、造型优雅；粉蝶，熟悉的样
子就是小时候的白蝴蝶……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张竞可
曾将一只东寨港的蝴蝶放到光学
显微镜下放大100倍，看到了这只
蝴蝶翅膀上的美丽花纹，是由覆盖
在无色半透明翅膜表面的各色鳞
片一片片叠加起来的；每片鳞片都
有自己独特的颜色，各色鳞片像瓦
片一样彼此重叠，凑成了各种条纹
图案。

“在东寨港还有很多漂亮的蝴
蝶。”张竞可说，比如凤蝶科蝴蝶体
型较大，飞行能力较强，翅膀色彩
艳丽。这次研究中，他们在东寨港
发现了巴黎翠凤蝶、美凤蝶、玉带
凤蝶等的分布，都是十分漂亮的蝴
蝶。

即使看起来很普通的蝴蝶，如
果深入研究的话，也会发现其中的
美丽。张竞可举例说，似乎很不起
眼的一些灰蝶科蝴蝶，如果仔细观
察，尤其是在阳光的映照下，往往
会反射出多姿多彩的颜色。

最佳不过蝴蝶园

“春天到东寨港看蝴蝶最好
了。”这是张竞可的建议。他认为，
此时的东寨港犹如一个随处可见
蝴蝶的大园子。二三月间，东寨港
蝴蝶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都最多，
说明东寨港红树林蝴蝶群落也受
到气候的影响，“二月是繁殖季节，
蝴蝶的繁殖量较高，此时海南的气
候不错，蝴蝶不会因为气温偏低或
偏高而导致数量减少。”

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观赏
蝴蝶最好呢？

张竞可说，蝴蝶一般在白天活
动，在晴朗且无大风的天气最常见

到。东寨港蝴蝶活动较多的时间
是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半
到四点左右。

东寨港哪些地方观赏蝴蝶最
好呢？张竞可的导师、海师大教授
朱麟研究发现，东寨港保护区道学
分站的蝴蝶群落最多，属数和种数
也最大，说明道学分站是东寨港红
树林区域最适合蝴蝶生存的区
域。“这可能和陆潮混合林植被丰
富度较高且受到人为干扰较低有
关。”

东寨港其他几个分站附近也
都是较好的观测点。

朱麟说，在东寨港，凤蝶科、灰
蝶科蝴蝶广泛分布；粉蝶科蝴蝶主
要分布在道学分站；斑蝶科蝴蝶广
泛分布不过主要集中在道学分站；
眼蝶科蝴蝶除长宁尾村外均有分
布；蛱蝶科蝴蝶在道学分站和污水
处理厂较多。

“寻找蝴蝶，主要从红树林边
缘地带去找。”张竞可解释说，因为
林缘有足够的灌丛和草丛供蝴蝶
产卵、觅食，而红树林内仅可供蝴
蝶觅食。飞行能力较差的蝴蝶如
灰蝶仅能在林缘活动，能在红树林
内活动的蝴蝶多为飞行能力较强
的蝴蝶如凤蝶、蛱蝶等。

最爱不过蝴蝶照

看着蝴蝶的翩跹舞姿，人们大
多有一种冲动，希望用照相机记录
下这些美丽的生灵。

张竞可拍了不少蝴蝶的照
片。他说，拍摄蝴蝶最好是在蝴蝶
停驻时，因为部分蝴蝶飞行速度较
快。

“蝴蝶吃东西时分外专注。”张
竞可说，此时蝴蝶不轻易察觉外来
物的存在，因此拍摄者可等候蝴蝶
吃东西那一刻才去拍摄，成功率将
大增。拍摄者行动应放缓，避免触
碰花草。

对于喜爱蝴蝶的游客来说，更
高的需求是能够识别蝴蝶种类。

“普通人可根据蝴蝶外形直接
辨识。”张竞可根据东寨港蝴蝶特
点，进行了一一分类解说：

体型较大，飞行速度较快，颜
色艳丽的多为凤蝶科；体型中等，
翅膀上有同心圆或眼状花纹的多
为眼蝶科；体型中等，头圆有两个
小尖角，翅膀较为坚硬的多为蛱
蝶科；体型中等，翅膀上多为环状
花纹的或断续环状花纹的多为环
蝶科；体型中等，颜色较为艳丽，有
不规则斑点的多为斑蝶科；体型相
对较小，以白色和黄色为主，翅膀
上的鳞片为粉状的多为粉蝶科；体
型小，飞行高度低，翅膀主色调多
为灰色，带有具有反光度的蓝色，
紫色小斑块的，多为灰蝶科；体型
小，翅膀和身体上有绒毛的，多为
弄蝶科。

如需准确分类，须根据《海南
岛蝴蝶》《中国蝴蝶志》等专业图鉴
进行对比分类。

作为大自然最美丽的生物之一，
身姿娇俏、靓丽的蝴蝶，因其无与伦
比的美学观赏价值，被喻为“会飞的
鲜花”。

春天是蝴蝶最活跃的季节，也是
观赏蝴蝶最好的季节。现在距今年
立春只有半个月，喜欢大自然的读

者，也许已在构思到哪里去观蝶了。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朱麟及其研究生
张竞可的一项研究表明，去东寨港观
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研究的，东
寨港蝴蝶究竟有多少种类，哪种蝴蝶
最多呢？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冯华 卢刚

“东寨港红树林为蝴蝶提供了赖
以生存的生态条件，蝴蝶也是红树林
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链条环节之一。”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张竞可如此介
绍红树林与蝴蝶相互依存的关系。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朱麟是研究
生物多样性的。他认为，保护红树林
不仅仅是保护红树林本身，也需要对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保护，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生物多样性
的调查与保护。生活在红树林林缘
和陆潮交错区的生物类群中，蝴蝶是
一种不可忽视的生物类群。这是因
为蝴蝶作为一种传粉昆虫对维持植
物的多样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蝴
蝶也可以成为鸟类等其他生物类群
的食物。

“蝴蝶的幼虫和成虫都是以植物
为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初级消费者
的角色，是生态系统中碳循环、氮循
环的重要环节。”张竞可说。

据山西大学教授陆温介绍，迄今
为止，尚未发现有蝶类为害木榄、红
海榄等红树林植物。多数蝴蝶种类
以红树林区沿岸滩涂、低矮丘陵地带
的植物为食料。

赏蝶的N种路径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冯华 卢刚

红树林与蝴蝶

红树林畔 蝶舞翩翩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冯华 卢刚

在被誉为“海口之肾”的东寨港
保护区，随处可见双双对对的蝴蝶，
以其轻盈的舞姿，上下翻飞于花丛
中、红树林畔。色彩斑澜的翅膀，在
阳光映照下，折射出无比美丽的神
韵，将人们带到蝴蝶世界诗一般的意
境之中。

“此前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东寨
港红树林地区的蝴蝶。”朱麟这样解
释选题的由来，而研究红树林蝴蝶的
也很少，这是蝴蝶研究的“蓝海”。通
过对东寨港红树林蝴蝶的实地调查，
可积累原始数据，为东寨港的保护提
供科研参考。

在导师的建议下，选择东寨港蝴

蝶做毕业论文的张竞可，列出了选题
的六大优势。

选择蝴蝶理由充足：“蝴蝶很美
丽，很受关注。”“海南生态好，到处可
见翩翩起舞的蝴蝶。”“蝴蝶飞行高度
较低，速度较慢，易采集。”“蝴蝶种群
变化对环境有一定指示性。”选择东
寨港同样是优选：“这里红树林面积
大、保护好。”“海师大有较多关于东
寨港的研究。”

经过初步调查，他们以植被丰富
度和直观的蝴蝶多样性为标准，选了
6个采样点，即东寨港保护区塔市分
站、道学分站，演丰镇污水处理厂、长
宁尾村、长尾头村，三江镇三江闸门。

朱麟教授和张竞可在《海南师范
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文《东寨港红
树林蝴蝶群落多样性初步调查》，成
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东寨港红
树林地区蝴蝶的论文。

“我们在东寨港红树林中共采集
到208只蝴蝶，隶属于7科30属39
种。”朱麟说，这分别占海南岛已知蝴
蝶科、属、种总数的63.64%、13.89%、
6.4%。已采集到的蝴蝶所隶属的7
个科分别是凤蝶科、粉蝶科、斑蝶科、
环蝶科、眼蝶科、蛱蝶科、灰蝶科、弄
蝶科。

其中，灰蝶科的属、种类最多，有
9属9种。蛱蝶科9种，但比灰蝶科少
2属。从个体数量上看，粉蝶科的个
体数量最多，占总采集量的32.21%；

其次是斑蝶科，占总采集量的25%。
蛱蝶科和灰蝶科的蝴蝶虽然种类较
为丰富，但个体数量并不多。

就独立的种来说，哪种蝴蝶最多
呢？

朱麟说，最多的种依次是妒丽紫
斑蝶、宽边黄粉蝶、中环蛱蝶，属于优
势种；还有比较常见的是纤粉蝶和幻
紫斑蝶。这5种蝴蝶的相对多度之
和大于50%，而相对多度小于1%的
种有20种之多。这说明东寨港红树
林蝴蝶群落的集中度较高。

“东寨港红树林的植被结构最适
合紫斑蝶属的蝴蝶生存。”朱麟说，东
寨港红树林蝴蝶群落中紫斑蝶属所
包含的种类最多，有5种；所包含的
个体数量也最多，有48个。

“采集蝴蝶充满乐趣，研究蝴蝶
也有成就感。”说起野外的采集，张竞
可依然回味悠长。

风和日丽，万物生长，鸟鸣啾啾，
蝶舞翩翩。他们一边观赏着大自然
的美丽春光，一边呼吸着保护区的新
鲜空气，在无边绿意的田野间奔走，
在扑鼻的花草香味与弥漫的海水气
息中，追逐着蝴蝶的脚步。

“我们每个样点每月采集1次，
每次选择晴天且风小的日子，在10：
00-16：00进行。”张竞可说，每次采
样都是两三人在红树林边可通行区
域反复走动，尽可能采集所有蝴蝶；
带回室内进行展翅保存再根据《中国
蝴蝶志（修订本）》和《海南岛蝴蝶》进
行分类和鉴定。

“鉴定蝴蝶是一份快乐的工作。”
张竞可说，一张张美丽的蝴蝶图片看
过来，赏心悦目；一个个生物特征比

对过去，有如寻宝游戏。
在研究蝴蝶的过程中，张竞可对

蝴蝶的热爱也越来越深，从中获得的
乐趣也越来越多。

“每找到一种新的蝴蝶，就像自
己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那种感觉
让我陶醉，也让我有热情继续寻找下
去，寻找下一种蝴蝶。”张竞可说，希
望用自己的研究记录下东寨港的蝴
蝶，让人们知道这里丰富的物种资
源，也唤起大家对蝴蝶的爱护和对环
境的保护意识。

原来，蝴蝶之所以成为生态指示
生物，是由于几个原因：一是蝴蝶较
常见，且在白天活动，易收集数据；二
是蝴蝶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比较敏
感，其活动能很快反映环境变化；三
是蝴蝶幼虫（毛毛虫）取食专一，分布
和数量也受植物限制，其多样性可反
映植物的多样性。

观蝶请动眼别动手

观蝶，还要注重对蝴蝶保护。

“科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蝴蝶，为了研究的需

要不得不少量地采集蝴蝶。游客一般性地观赏、拍摄蝴

蝶，则不要采集蝴蝶，不要破坏蝴蝶的周围生态，要注意爱

护蝴蝶，遵守保护区规定。”海师大研究生张竞可说。

蝴蝶不只是自然的装饰，也是生态的一环。观赏蝴蝶

是人生一大乐事，但如果不注意爱护蝴蝶，就会对自然生

态造成破坏。

“请勿采集蝴蝶。”张竞可说。蝴蝶的寿命都很

短，一般只有两天到两个星期，如果生态不适合，

寿命还会减短，一些采集行为会加速蝴蝶的

死亡，“蝴蝶可远观不可亵玩，最好只

动眼别动手。” （单憬岗）蝴蝶分类小知识

凤蝶科：体型较大，飞行速度较快，颜色艳丽

眼蝶科：体型中等，翅膀上有同心圆或眼状花纹

蛱蝶科：体型中等，头圆有两个小尖角，翅膀较为坚硬

环蝶科：体型中等，翅膀上多为环状花纹的或断续环状花纹

斑蝶科：体型中等，颜色较为艳丽，有不规则斑点

粉蝶科：体型相对较小，以白色和黄色为主，翅膀上的

鳞片为粉状

灰蝶科：体型小，飞行高度低，翅膀主色调多为灰

色，带有具有反光度的蓝色、紫色小斑块

弄蝶科：体型小，翅膀和身体上有绒毛

观蝶小贴士

妒丽紫斑蝶。 王裕旭 摄

玉斑凤蝶。 卢刚 摄

纤粉蝶。 李晓青 摄

美凤蝶。 卢刚 摄

中环蛱蝶。 李晓青 摄

幻紫斑蝶。 李晓青 摄

东寨港红树林地区成蝴蝶研究的“蓝海”

斑灰蝶莫尔亚种。 朱麟 摄

报喜斑粉蝶华南亚种。 朱麟 摄

波纹眼蛱蝶指名亚种。 朱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