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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用“脚”给国家公园“投票”
在热带雨林，新生命总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让路”到“修桥”
国家公园连片修复保护雨林，让生物在更大尺度里自由栖息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
珍稀物种把热带雨林当作“最后的避难
所”。但实际上，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

翻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家级重
点保护动物分布图会发现，被列为“极危”
和“濒危”动物的蟒蛇、绿皇鸠的栖息地，与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几乎是“咫
尺之遥”。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为最大程度减少人类活动带来的干
扰，高峰村下辖5个自然村被纳入国家公
园核心保护区，继2017年完成首轮搬迁
后，于2019年9月启动第二轮搬迁。

“目前第一轮搬迁留下的村庄原址已
被松鼠、蛇等野生动物进驻。”鹦哥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刘磊期待着，等
到生态搬迁工作全部完成，这个位于鹦哥
岭腹地的村庄，能成为野生动物的迁徙通
道甚至新的栖息领地。

除了通过生态搬迁给珍稀濒危物种
“让路”，一年多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霸王岭林区的斧头岭，还多
出了不少用绳索搭建的“生态桥”。

“瞧，它们嗖地一下就滑了过去。”霸王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
员李文永点开手机里的一段视频。画面里，
一只怀抱幼崽的成年海南长臂猿抓着两根

高空绳索正在“过桥”。这一视频拍摄于不
久前的霸王岭，栖息于此的海南长臂猿正是
借助这些人工架设的生态廊道，才得以从狭
窄的栖息地迁徙至更广袤的雨林。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林业局了解
到，这项工作刚起步，在未来，他们还将通
过架设绳索、修建过街天桥、过街绿桥和地
下模拟自然通道等方式，让更多野生动物
在不同的栖息地间完成扩散与迁移。

从“让路”到“修桥”，最终目的都是对
物种生存环境的修复与保护。

在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前，海
南热带雨林因处于不同保护地范围，被划
分为19个独立的管理单位。这样的管理
体制，虽保护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各保护地间的低海拔区域
处于保护空白地带，长期的人类活动干扰
影响物种繁衍；不同保护地管理目标、水平
参差不齐，割裂了大尺度生态系统内生物
间的互动关系等。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办公室主任
洪小江看来，过去一年多，国家公园将现有
自然保护地集中连片整合，实施网格化管
理，在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的前提下，进行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正是针对
上述问题的应对之举。

像桃花水母这类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
的生物，往往被人们称作是最公正的“环境
评价师”——生态好不好，它们知道答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启动体制试点建
设，成效如何？雨林中不断出现的新物种，
就用“脚”投出了自己的“一票”。

圆凸的大眼睛，短小灵活的爪子，褐色
表皮上规则分布着4条金色横纹，看起来

“颜值”颇高，2019年4月的一天，趁着夜
幕低垂，隐于岩缝中的一只中华睑虎，正准
备外出觅食，不料却撞进了海南林业工作
者周润邦的视野。

“当时我一眼就看出这只睑虎与其它
种类有点不同，经过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
分析鉴定后，确定这是一个睑虎属新种。”
周润邦还记得，那是位于海南岛中西部一
片覆盖有茂密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喀斯特地
貌区，是睑虎生存的绝佳地带。

中华睑虎只在无污染的天然环境中出
现。和它一样，对栖息地“吹毛求疵”的生
物，还有与红灯笼“撞脸”的植物新种——
尖峰水玉杯。

“它需要生长在原生性极强的热带雨
林中，目前仅在尖峰岭有发现，且数量极
少。”今年年初，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许涵及团队在国际知名植物分类学刊物
《植物》上发文，宣布在海南乐东尖峰岭发
现了一个新的腐生性草本植物种类——尖

峰水玉杯。
这是海南热带雨林“物种户口簿”上迎

来的又一名新成员。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至今，短短一年多时间
便有9个植物新种、5个动物新种、5个大
型真菌新种被发现，意味着约占海南岛1/
7陆域面积的这片土地，仍然藏着太多未
知的秘密。

与新物种的相遇，是一份未知的惊
喜。而守护的“老朋友”日益繁衍壮大，则
是雨林生物欣欣向荣的基石。

在霸王岭林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监
测队员们经过半年的跟踪观察后发现，海
南长臂猿的第五个族群正在形成；距离霸
王岭数十公里外的邦溪，一只坡鹿幼仔尝
试离开母鹿的护佑，学习独立采食；吊罗
山林区内的一处溪涧旁，身披油亮“皮草”
的小爪水獭探头探脑地四处觅食；鹦哥岭
腹地的一片湿地里，几只海南疣螈上演

“求偶大战”；尖峰岭雨林的落叶枯枝间，
一只黑黄相间的圆鼻巨蜥突然抬起头吐
出了长长的信子……不论是到访或“定
居”，在面积广袤的海南热带雨林，每一种
珍稀野生物种都在行使自己“用脚投票”
的权利。

一轮又一轮永无休止的雨林律动中，
总有新生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
空间。

平均每年7个，这是过去15年
以来，海南热带雨林中植物新种的发
现速度。

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令
人担忧的是，上述新物种大部分种群极
小，每个物种种群规模通常少于10株，
甚至仅1至3株，属于易濒危类型。

处境危险的不仅是植物。梳理生
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陆栖脊椎类动物
名单后会发现，哺乳纲、鸟纲、爬行纲、
两栖纲珍稀濒危物种分别有36种、
121种、42种和21种，占全岛对应门
类珍稀濒危物种比重的92.1%、89.6%、
62.3%和95.5%。

这一结果表明，热带雨林承载了海
南岛珍稀濒危物种中的绝大多数物种，
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物种保护工作也
面临诸多挑战。譬如，许多新发现的物
种分布区狭窄，它们的种群如何维持，有
哪些伴生群落，这些问题目前尚不清楚。

洪小江透露，接下来，他们会开展
大规模的生物资源普查，在摸清物种家
底的前提下开展科学研究，并加以保护。

具体如何保护？针对不同的物种
与生存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给出的对策各不相同。例如，对坡垒、
青梅这类野生种群数量或分布点极少
的珍稀濒危、保护、特有物种和极小群
落，将采取编目建档、设立就地保护
点、建立植物苗圃和种质资源保存库
等举措；对海南坡鹿，将为其建立野外
放生基地，并实时定位监测；对海南长
臂猿，则持续拓展其栖息地范围，并建
设种群及生存环境数字化监测体系。

值得欣慰的是，除了我省各级林业
工作者外，越来越多的机构与个人也开
始加入这场“物种保护大作战”中：海南
国家公园研究院吸收国内外一流学者，
通过相互配合、联合攻关的方式，进行
珍稀物种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鹦哥岭保
护区编辑出版《鹦哥岭兰科植物图鉴》
《海南鹦哥岭鸟类图鉴》《海南鹦哥岭两
栖及爬行动物图鉴》等科普读物，引导
大众提高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责任意识；
各类科普教育活动走进校园，手把手教
孩子们辨别昆虫、雨林植物……

生物灭绝的速度远比新生的速度
更快，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首席研
究员邢福武看来，国家公园的建设，对
于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物种来说是一
个转机，“将碎片化的栖息地真正连通
起来后，它们会获得更多的喘息时间
与活动空间，也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
多物种等待被发现。”

（本报五指山8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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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户口簿”添了新成员

“水中大熊猫”
现身五指山
身世成谜，对生存环境极挑剔

如果从进化程度来看，桃花水母
几乎可算地球上最低等的一类生物。

没头、没脑、没脊椎，甚至没有
专门的呼吸及分泌器官，这种诞生
于约5.5亿年前的刺胞动物，由两层
细胞围绕胃循环腔组成，仅比单细
胞动物高了一个等级。可就是这

“一步之遥”，让它成了生物进化研
究的“活化石”。

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
陈宏介绍，以水母为代表的刺胞动
物，占据地球动物“谱系演化树”的根
基部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多细
胞动物演化的开始。而作为唯一生
活在淡水中的水母，桃花水母又是该
物种类群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盲枝，对
于揭示遗传基因规律、解读遗传密
码，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价值。

为什么偏偏只有它能适应淡
水？环境因子对它究竟有怎样的影
响？桃花水母的身上有太多谜团待
解。不过，由于桃花水母没有骨骼和
角质层，尚未留下任何化石标本，再
加上实物稀缺，使得学界对这一物种
的研究困难重重。

而幸运的什会村村民小柯，不久
前在该村一口约两米深的水井中洗
手时，意外与这群古老的地球生物进
行了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正值中午，
太阳很大，很多直径1.5厘米到2.5厘
米的透明水生物浮在水面，随手一舀
便捞上来好几只。”

数十只拇指般大小的“透明小
伞”在水中一张一缩地浮游着，

“伞”面有四根“骨架”，“伞”的边缘
还带着细细的“花穗”，几乎与周遭
环境融为一体。由于曾在新闻报道
中见识过，小柯一眼便认出它们是
桃花水母。

闻讯赶来的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所研
究人员，对水井中的桃花水
母进行采样，并比对基因序
列后发现，与索式桃花水母
的相似度高达99.25%。

索式桃花水母是桃花
水母属的一种，在国内外
多处温带淡水中均有分
布。“也许因为某些不确定
的因素，附着于水底沙粒、
水草或其他漂浮物上的水螅
体，被风、鸟或其他某种动物带入
这口水井，并逐渐发育成了水母体。”
在陈宏看来，桃花水母的生活史为水
螅体与水母体世代交替而成，只有在
水质极好的环境里，保持“休眠”状态
的水螅体才会出芽，并无性繁殖成水
母体，这也是它被誉为“水中大熊猫”
的重要原因。

无毒无害，水温在25℃至30℃
之间，PH值为6.5-8.0……仔细对照
桃花水母对水质环境的要求，五指山
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王悦经检测
发现，这口水井内的水质轻松达标，

“什会村位于阿陀岭腹地，四周都是
连绵的热带雨林，水源涵养林未被破
坏，水质自然好。”

尽管桃花水母存活时间仅有月
余，但专家们相信，只要保持良好水
质条件，以后每年春夏之交，都能见
到它们的身影。

平均每年发现
7个植物新种
未来将开展大规模生物资源
普查，还有更多物种待发现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谢凯

一种比恐龙还要古老的生物，突然如
朵朵桃花般盛开眼前，会是怎样的惊喜？

7月上旬，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内、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什
会村的一口水井中，成群通体晶莹、像柳
絮般柔软的小家伙突然现身。

“它是‘水中大熊猫’，我在新闻上见
到过。”最先发现这群生物的什会村村民
小柯，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有关部
门。闻讯赶来的专家很快证实了他的猜
测：这叫索氏桃花水母，是一种罕见的珍
稀水生生物。

与珍稀生物的邂逅，是一种可遇而
不可求的惊喜。2019年4月，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我省理
顺管理体制，加强对热带雨林资源的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及研究，类似的惊喜正
频频上演。

上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发现19个新物种

雨林

⬇海南疣螈。通讯员 米红旭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

⬇在鹦哥
岭发现的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绯胸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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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种鹦哥岭树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