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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血封喉、榕树、榄仁树是海口市
最为常见的古树名木，当然，也不乏
一些颇具文气的树种，譬如梅树、鸡
蛋花古树。走进古村或古迹，走近古
树，总能了解到不少人与树之间的故
事。

“夫妻树”穿越风霜500年

走进海口市新坡镇斌腾村，沿着
火山石板路步行至腾福谷，村后两棵
笔直挺拔的见血封喉赫然眼前。

这两棵树树龄超过500年，树干
直径约2米多，树高30多米，粗壮、挺
直，是海口仅存的两棵一级古树。

相传是斌腾李姓始祖圣玉公夫妻
于1507年，按照男左女右的习俗，在
结婚大喜之日共同种下的，故也称“夫
妻树”。左边一棵为“雄树”，高大挺
拔，从未开花结果；右边一棵为“雌

树”，婀娜多姿，每年春天开花结果。
斌腾村村民李发强说，两棵见血

封喉被村民呵护有加，一旦有人破坏
大家都会上前制止，所以能够穿越500
年风霜依然不倒。

通过村里老人的讲述，记者了解
了关于“夫妻树”过去的历史：因这两
棵树非常高大，且位于村后方，抗战时
期成为红军放哨的绝佳场所。日本人
进村后，想砍掉这两棵树，全村人都出
门阻拦，日本人只好作罢。上世纪50
年代，村里很多大树都被砍下炼钢铁，
基于村民们的敬畏，两棵见血封喉树

得以保留。
然而台风以及病虫害还是让“夫

妻树”受到创伤。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两棵树的树枝处都有明显被折断的痕
迹。同时，“雌树”明显没有“雄树”茂
盛，枝叶看上去单薄了许多，树干中间
还被虫蚁蛀空。

“树大招风，前几年‘威马逊’、‘海
鸥’等多场台风都让夫妻树受到重
创。在园林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夫
妻树进行‘截肢’，以免刮风时受到更
大损害。”李发强说。

除了夫妻树，斌腾村几十年的荔
枝、龙眼、榕树、枇杷树也数不胜数。
这些年，村民们在树上种起了石斛，将
牛粪覆在石斛的根上，让石斛通过吸
收树的微量元素生长，成为村里一
景。“古树是斌腾村重要的旅游文化资
源，希望有关部门给村里的每棵上了
年纪的树制作标识牌、身份证，让市民
游客游览时了解到树的基本信息，达
到科普的效果。”李发强说。

两株寒梅伴书香

暖意融融的海南岛，也能欣赏到
梅花怒放的美景——在琼台书院，有
两株梅花一直名声在外。每到冬日梅
花盛开的时节，两株白梅陆续绽放、繁
花满树、香气宜人。

从书院正门进入，穿过两排鸡蛋花
树，便来到书院的奎星楼。楼高二层，是
一座具有民族特色的砖木结构建筑，至
今保存完好，二楼中梁正中悬挂“进士”
一匾，一棵梅花树便植于书院奎星楼前。

林占梅说，琼台书院的梅花一般
在每年大寒前后开放，花期持续半个
月左右，天愈冷，花愈盛。

奎星楼前挂着一副木刻的对联，
为掌教谢宝所撰：“树老花偏嫩，春融
枝亦樛。”寥寥10个字，仿佛就让我们
穿越到清朝，看到当时梅花盛开，压低
枝条的景状。

还有一株梅花树则位于琼台书院
前门右前方。是40年前，书院花工姚炳
贵用老树上的枝条培育的。

梅花原产地为我国西南地区，后
来逐渐沿长江流域分布到江南一带。
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调查规划设计室副
主任刘治昆也说，《海南植物志》中记
载定安县有梅花生长，但梅花在海南
岛非常罕见，“琼台书院的梅花应该是
前人从岛外移栽过来的”。但究竟是
谁移栽来的，现在还没有定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象征着高
尚纯洁、坚贞不屈的品格。两株生长
于南国海岛的梅花，于农历岁末适时
绽放，植于书院，更赋予其不择辟壤、
矢志不渝的精神。”琼台师范学院宣传
统战部部长郭志东说，很多毕业多年
的学生都特意等到冬天回到书院一睹
梅花盛开的风采，两株梅花已成为书
院师生心中的地标性人文景观。

石山福安多佳木

一般来说，树高与树种情况存在
一定联系。如鸡蛋花、龙眼树、梅树较
矮，椰子树、榕树等树种居中；见血封

喉和木棉较高。“此次普查最高的树木
为石山镇福安村委会玉安村的见血封
喉，高达34米。”林占梅介绍。

绿树成荫、错落有致，记者走进福
安村时发现，这里每个自然村几乎都有
十几株参天大树，长得翠绿茂密。同行
的石山镇施茶村委会美社村村民王建
平也感慨，石山镇土地多火山石，并不
适合大树的生长，而福安村恰恰土壤深
厚，所以形成了老树、大树成片的别样
景致，令人羡慕。

顺着树根向上看去，一棵树高干
粗的见血封喉赫然眼前。只见苔藓类
植物在枝干上盘曲，层层覆盖其上。
微风袭来，枝叶、绿苔一阵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平添了许多动态和美感。
硕大的树干广撑云霄外，因为它的存
在，整片树林显得更加阴凉。

玉安村村民小组组长陈守东说，
从他记事起，这棵树已非常粗壮。密
林里多龙眼、荔枝，且凉爽舒适。“到了
夏天，村里人中午都会来密林乘凉、摘
水果，村里几乎每个小孩都攀爬过这
棵见血封喉。”

关于这棵古树，玉安村还有一段传
说，也让其获得“护爱树”的美称。据传
以前村里有一女子，因父亲将她许给邻
村结拜兄弟儿子，坚决反对。一天中
午，女儿离家出走。她父亲及亲人们找
了一天一夜，终于在这棵树下找到了女
儿。她坐在石头上，十分失望地对父亲
说：女儿心里已有村里的同年哥，如果
家父硬逼女儿外嫁，女儿只能求助神
树，神树帮不了就不回家。听女儿说
了，看着这棵大树，父亲沉思许久，然后
对着大树说，女儿的大事女儿做主。于
是，女儿终于和心上人成婚。

与斌腾村村后500多年的见血封
喉相比，玉安村的“护爱树”树龄约130
年，为何会生长得更高？陈守东认为，

“护爱树”位于密林间，不会受到建房、
修路等施工的影响，根系一直保持较
好。此外，“护爱树”的周围布满了龙
眼、黄皮、野荔枝、榕树、竹子，形成了
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台风来时，周围
的树群成为帮古树挡风的天然屏障。

亭亭如盖高山榕

在海口所有的古树名木中，石山
镇福安村出了“两最”。除了最高的见
血封喉，另一棵冠幅最大的为道崖村
公庙前的高山榕，平均冠幅为73米，犹
如巨大的绿伞，蔚为壮观。

走进公庙，只见一棵巨大的高山
榕几根粗壮的树干已伸出庙墙外5米
多远。这棵高山榕可谓独木成林，10
个人连手也抱不拢，20多根林立的气
根直矗天地间，距离最远的两根气根
之间的距离足足有20米，有的气根比
树枝还要粗壮。硕大的树冠亭亭如
盖，整棵树占地面积有1亩多。

整棵高山榕处于横向生长的态
势，冠幅很大、左右生长均匀，但垂直
距离并不高，所以台风来时受力均
匀。同时，整棵树的气根连绵缠合、织
得如网一样，为榕树形成了强有力的
支撑：一根根从树顶垂下，落在树枝
上，顺势缠绕后再往下掉伸进土里。

什么是古树名木？《全国古树
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有明确界
定，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
树木，共分三级：国家一级古树，树
龄在500年以上；国家二级古树，
树龄在300至499年；国家三级古
树，树龄在100至299年。

国家名木指的是，树种珍贵、稀
有的，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研
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此外，还有
古树后续资源，是指树龄在80年以
上、100年以下有保护价值的树木。

据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
局党组成员林占梅介绍，本次普查发
现，海口共有1684株古树名木傲然屹
立，其中包含94株名木，分为28科46
属50种。数量最多的是榕树，有901
株，占总数的53.50%，其次是高山榕，
有206株，占12.23%。

为何榕树能占到海口古树名
木的一半以上？林占梅说，这首先
和海南村庄“前榕后布中枇杷”的传
统布局有关。但凡熟悉海口古村落
的人都知道，每个村庄都有一两棵
风土性植物，通常是村前种大榕树，
村后种“加布树”（又称为见血封
喉），村中种一棵批杷树，也就是大
叶榄仁，这样才被视为吉利。

其次，榕树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见缝插针，随处可生，种子一落
地就会生根发芽，气须一垂地就会
入土成枝，这样的秉性使其能够扛
过台风、暴雨、干旱等自然灾害，经
历数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

从古树级别划分来看，目前海
口现存500年以上一级古树2株；
300 至 499 年的二级古树 26 株；
100 至 299 年的三级古树 1562
株。

一棵古树，几多春秋。
古树，是绿色的文物，是

活着的化石，是地域的符号，
亦是乡愁的寄托。古树不单
单属于生态和植物学范畴，
更是历史的、文化的，它们串
起一方水土文明记忆的重要
载体。

从2018年9月20日起，
海口启动第二次古树名木资
源普查，日前已通过省专家
组的正式验收。

海口的古树名木都分布
在哪里？哪种古树数量最
多？它们为何能穿越百年风
雨屹立不倒？它们背后有哪
些奇闻轶事？为保护古树名
木我们还需做什么？本期
《海南周刊》让我们走近海口
的古树名木，解读它们的生
存密码。

百年间，古树不知要经历多少风雨
洗礼、雷击火烧，方能与我们相遇。古树
如同古稀老人，需要大家共同的关注和
善待。专家认为，应加强管养资金投入，
让古树名木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将
我们的文化之基、乡土之根延续。

高温多雨，天气潮湿，在很多人眼
中，海南的气候为树木提供了极佳的生
长环境。殊不知，这样的自然条件也给
古树名木的延续带来了更多威胁。

此次普查显示，海口古树名木生长
势正常约占65%；综合生长势衰弱株约占
30%；主干腐烂或部分腐烂，枝叶稀疏，综
合生长势濒危约占5%。

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调查规划设计室
副主任刘治昆表示，高温多雨的气候虽然
有利于树木生长，但同样会促使病虫害的
滋生。古树就如同老年人，自身免疫力和
抵抗能力都在下降。这次普查中，就发现
病虫害对不少古树名木已构成威胁。此
外，古树名木通常树冠高大、在平地上突
起，遭遇台风暴雨时，更容易受到伤害。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党组
成员林占梅介绍，本次普查发现，海口共
有1684株古树名木。“这个数量虽然看上
去不少，但和10多年前海口第一次古树
名木资源普查相比，已经减少了约 180
棵。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海南出现了多
次较大的台风，造成不少古树名木连根
吹倒、打坏。”

同时，古树名木周边的环境现状也
会对树的生长产生影响。普查中，海口
约75%的古树名木生长环境良好，25%的
古树名木生长环境差甚至极差。刘治昆
说，在树木根系周边进行地面硬化、修
路、建房等行为都会对树木原有的生长
环境造成破坏。“有些古树的树池修得很
小，树根都窜出来了。”

除了自然环境，人为因素对于古树
名木的延续也至关重要。记者走访发
现，一些保存较好的古树名木，背后离不
开当地人对树的细心养护。

海口古树知多少？

1684株傲然屹立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计思佳

古树保护需合力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计思佳

海口市石山镇道崖村的高山
榕是海口冠幅最大的古树。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建平 摄

琼台书院“奎星楼”前的白
梅树，每年冬末春初，都会开满
白色的小花。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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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海口 故事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计思佳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斌腾
村，两株500多年的见血封喉
古树。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数量最多的是榕树901株
占总数的53.50%
其次为高山榕206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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