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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9市县4400余平方公里
这里隐藏着海南的生态安全密码，是“热带北
缘生物物种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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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分布最集中
保存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藏着多少秘密
跟着这位志愿者
一探究竟吧

扫一扫看视频

生态搬迁之后

在9月 16日的北京发布会上，省长
沈晓明介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
核心竞争力，是海南人民世世代代赖以生
存的“金饭碗”。加快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是我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
标志性动作之一。

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中相关部门和市县必
须首先考量的问题。

9月1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茶园北路的北侧，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
迁安置点开工仪式在这里举行。在现场，南
开乡高峰村村民符洪清心情澎湃，再过10个
多月时间，他将和其他村民一起从位于鹦哥
岭山区中的老家搬迁到这里定居生活。

生态搬迁是建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高峰村下辖的方
红、方通、方佬3个自然村，山高路远、交通
闭塞、产业发展滞后，高峰村共111户498
人，其中贫困户102户450人。这3个自
然村均位于生态核心区和南渡江源头，根
据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将对这3个自然
村实施生态搬迁。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送审
稿提出，合理界定国家公园的范围和功能
分区，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国家公
园的核心保护区约占总面积的60%，未
来，不仅仅是白沙，保亭、五指山等市县的
部分村庄也将实施生态搬迁。

不少村民都对搬迁表示支持。“住在山
里面，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是难题，现在
有政府帮我们搬出大山到城里生活，真的
很感谢。”符洪清说，建设国家公园，加大对
山区的保护，也是为了将来发展，他支持政
府的保护政策。

“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省
林业局局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局长夏斐说，海南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将围绕保护、科研、
教育、游憩等功能，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创
新管理体制和机制，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而《试点方案》也提出，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着力在保护管理体制
机制、自然生态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制度、
社区协调发展制度、资金保障制度等方面
有所创新。

学术界也对建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期盼已久。海南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博士
生导师杨小波教授认为，建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意义重大，不仅能保护好中国
热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能保持水土，确
保海南岛生态安全。同时，通过加强保护，
为进一步开展海南的热带雨林与我国的广
西、云南等省份的热带雨林，甚至是亚洲、
非洲和南美洲等全球的热带雨林进行比较
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对进一步了解热带
雨林的生态学规律有很大的帮助。相信在
未来，会有很多来自全球的科研专家来海
南开展热带雨林生态研究工作。

在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尚处在研究和
试点探索阶段，海南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将在管理体制上探索垂直管理模式，在
保护上全面体现科学系统的生态文明理
念。当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正谋划一批重点项目，比如，谋划建设环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专用公路和生态廊道，在
核心保护区建设电子围栏，实行天地人一
体化的严格保护，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大数据中心（智慧雨林管网），组建国家公
园研究院，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等等。

“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保护
地保护与管理的试点工作。海南需要考虑
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既要考虑更好地保护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也要
考虑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及国家公园外
社会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好国家公园
有效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系等
等。”杨小波建议。（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热带雨林有多珍贵？仅尖峰岭这
一片，每公顷林地一年可吸收固碳2.38
吨，约相当于8.8吨二氧化碳气体，碳汇
能力为全球热带雨林最高。”尖峰岭森
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站长李意德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不仅如此，这里还生长着与2亿多
年前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桫椤，
也生活着孔雀雉、黄嘴白鹭、平胸龟、山
瑞鳖等多种罕见的国家级保护动物。

海南岛中部山区拥有中国面积最
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这
里的植被完整性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每
年吸引大批的科学家前来研究，被誉为

“热带北缘生物物种基因库”。
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
下简称《试点方案》）。7月15日，国家
公园管理局正式印发《试点方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东起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西至尖峰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自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毛感乡，北至黎母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4400余平方公里，约占
海南岛陆域面积的七分之一。范围涉
及五指山、琼中、白沙、保亭、乐东、东
方、昌江、陵水、万宁9个市县，包括五
指山、鹦哥岭、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
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佳西等4个
省级自然保护区，黎母山等4个国家森
林公园，阿陀岭等6个省级森林公园及
相关的国有林场。

56岁的符国强，是鹦哥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每次进山巡
逻，他都要从鹦哥岭脚下白沙南开乡银
坡村的家中，骑着摩托车行驶约70公里
山路，才能到达位于森林深处的保护站。

“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森林，砍伐树
木、烧荒草、打猎等这些破坏森林生态
的行为，只要被我们发现就会制止。”身
穿一身绿色工作服的符国强，每次进山
要背着约20公斤的背包，循着林间的
小道绕山巡逻，一进山就是好几天。

符国强所巡护的鹦哥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海南岛的生态核心区域之

一，被誉为海南“母亲河”的南渡江就起
源于鹦哥岭，昌化江也有部分支流从鹦
哥岭南麓起源。海南另一条著名河流
万泉河，则起源于五指山和黎母山。这
些区域都已被划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域。

“海南岛中部的鹦哥岭、黎母山和五
指山，是我们海南岛的‘三江源’，一定要
保护好。”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
任明迅说，海南的南渡江、昌化江、万泉
河都起源于海南岛中部山区，所以中部
热带雨林的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除上述三条河流外，宁远河、陵水
河等我省主要河流均发源于海南岛中
部山区，中部山区的森林在调节气候、
净化环境、改良土壤、涵养水源、水土保
持、抗御台风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4月1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揭牌成立，省林业局抽调精兵强
将，进驻原属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一栋旧楼正式办公。目前，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送审稿已完成，
正按程序报批。

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王梦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热带雨林
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
统，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海
南热带雨林是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
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资源极
其宝贵。

在2017年印发的《海南省总体规
划（2015—2030）》中，海南日报记者也
看到，海南岛的生态空间结构图把包括
五指山、霸王岭、黎母山等40个重要山
体、62万公顷热带雨林和12个自然保
护区列为“生态绿心”，是整个海南岛生
态保护与水土涵养的核心空间。

五指山、鹦哥岭、霸王岭、尖峰岭和
吊罗山等海南岛陆地最有价值的自然
保护区基本都集中于中部山区，把这些
自然保护区连在一起，加上黎母山等省
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基本上就构
成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保护范围。

千姿百态的植物蓬
勃生长，盘根错节的藤
蔓相互环绕，一棵棵笔
直的大树耸立云霄，斑
驳的阳光从树叶间倾泻
而下，地面上是一层厚
厚的枯叶，脚踩上去“嘎
吱嘎吱”作响。

这是一片位于海南
中部山区的原始热带雨
林，连同周围4400余平
方公里的区域，将建立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在9月16日于北京
召开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海南专场新
闻发布会上，省委书记
刘赐贵指出，海南坚定
不移实行最严环保制
度，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将始终以最严
制度确保海南生态环境
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让
海南不仅成为世界最高
开放水平的自由贸易
港，也是生态环境世界
领先的自由贸易港。

而建立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是我省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的标志性动作之一。

事实上，海南并不
是全国唯一拥有热带雨
林的省份，建立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为什么落
在了海南？对海南来
说，又意味着什么？目
前进展如何？未来又有
怎样的规划？带着这些
疑问，海南日报记者进
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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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设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实现
两个目标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
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体制，构建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
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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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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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知多少

“长臂猿A群，活动范围红河谷，B
群活动范围南岔河，C群活动范围庙苗
村，D群活动范围东二队林场。”霸王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陈庆，从
20世纪80年代从事护林员开始，就跟
随科研专家学习监测、观察濒危灵长动
物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规律。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
猿一度仅剩7只左右，近年来经过追踪
调查、恢复植被等方式，目前确认海南
长臂猿的数量是4群27只左右。

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灵长
类专家小组等机构发布了“全球最濒危
灵长类动物目录”，海南长臂猿因数量
极为稀少而入选。而在几百年前，海南
长臂猿是一种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原始
森林里的动物，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流放
海南岛时，还曾留下“柏家渡西日欲落，
青山上下猿鸟乐”的诗句。

“长臂猿是一种在树上生活的动物，
几乎没人看到过长臂猿下树活动，现在长
臂猿保护的主要困难在于它们的栖息地
碎片化。”陈庆说，近百年来，随着人为开发

和自然灾害，一些原始森林遭到破坏，长臂
猿的栖息地日渐碎片化，“现在长臂猿的数
量还不多，但随着今后保护措施的加强，它
们数量会越来越多，现有的栖息地就不够
了，到时候再植树是完全来不及的。因此，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20年前就开
始植树造林，至今已种了大约10万棵树，
保护工作需要为今后二三十年着想。”

近30年来，海南加快推进绿色生
态发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如
今，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将继续加
强对中西部的山区生态保护，追求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这必将不断改善海南长
臂猿的生活环境。

王梦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的
热带雨林具有我国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
表性和典型性，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总
体规划送审稿指出，要在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上体现海南的热带雨
林特色，要突出海南长臂猿作为“全球最
濒危灵长类动物”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在
海南长臂猿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种群监
测、种群恢复等方面都将加大力度。

着眼于长远未来的规划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要体现
海南特色，要注重特有濒危物种保护

加快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
把保护放在首位，探索创新
国家公园体制机制，让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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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大尺度多层次
的生态保护体系，热带雨
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
整性和多样性得到有效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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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吸引了众
多研学旅行团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建设中国乃至全球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关键
保护地

建设生态文明体制
创新的探索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