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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公园 探访热带雨林走进国家公园 探访热带雨林

五指山

8月23日清晨，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一夜细雨过后，山体的绿衣更显晶莹，远山
与云雾相融，让硬朗的山峰多了几分柔美。凉
爽的山风拂过片片绿叶，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
村的村民黄菊妹趁着好天气抓紧出门，到自家
茶园采摘茶叶，“这里的好环境让种出的茶叶
更加清香。只要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勤勤
恳恳干活，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走进水满乡，遍布的茶园，使得空气似乎
都弥漫着茶香。水满乡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内。近年来，当地政府
充分引导村民发展生态产业，改变粗放的生
产方式，助力国家公园建设。目前水满乡种
植茶叶面积6960亩，茶叶成了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茶产业，再加上生态补偿等其他收
入，水满乡村民的荷包越来越鼓。

海南日报记者在水满乡走访发现，在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村民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领悟越来越
深。“这与国家和海南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息
息相关。”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4年，水满乡利用省里出台的政策，
成为在省内率先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首个农
民直补试点，生态补偿金列入市财政预算，市
财政设立“水满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专
户”，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乡政府与村
委会、村委会与农户签订山林管护合同，村民
不擅自砍伐一草一木，即可享受每人每年
500元的生态补偿金，让群众直接享受到生
态保护的收益，切实提高生态保护的意识。

2019年，五指山共发放“水满乡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资金”177.08万元。在离五指山较近
的村庄水满乡冲门头村，几乎每家每户可领到
上千元的生态补偿金。“现在大家知道生态保护
的重要性，不进山了。”冲门头村民王理荣说。

护好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在采访期
间，记者在当地听到了许多村民和企业受益于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故事。

水满乡毛脑村村民王政利说，过去靠山
吃山、砍树打猎，破坏了环境；如今在政府帮
扶下，村村有产业，家家有收入，不打猎不砍
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就连自家茶园里的古树，我们都自觉地
保护了起来，把好生态留给子孙后代。”水满
乡水满村村民陈秀金说，古树产的茶，年年都
可以卖出好价钱。

在水满乡毛纳村开设电影产业公司的黄
健文告诉记者，他走过国内多个城市，一直在
寻找一个符合他干事创业的地方，不曾想，第
一次来到毛纳，就被这里深深地吸引，“这里
山水环抱、民风淳朴，还有少数民族特色文
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启
动后，黄健文愈加看好五指山的发展。他坚
信，“在各方的努力下，这片森林一定能淘出

‘生态金’”。
“酒店的立足点是热带雨林资源，未来将

依托国家公园建设，把酒店打造成生态科普
基地，让更多的人了解热带雨林，喜欢热带雨
林。”海南亚泰雨林度假酒店副总经理赵辉表
示，得益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的推进，从今年5月至今，酒店的营业额和客
源都超越了往年同期的水平，酒店的发展趋
势一步步向好。

五指山最大的责任和发展潜力在生态环
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设，
不仅让当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同时也凝
聚了村民的家园情怀。

在当地从事民族文化产业的海南山上黎
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卓书颜是地地道
道的水满乡黎家女孩，祖辈三代都和茶打交
道。从小就在五指山下生活的她，见证了水满
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前的水满乡，山泉水清澈
见底，池塘里鱼虾成群，村民们靠山吃山，白天
采茶，晚上大家围坐长桌，对歌跳舞，好不热
闹。那时村民们的收入并不多，也没有现在那
么强的生态保护意识，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粗
放生产，让之前美好的景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现在，我们借助发展起来的精细化生态茶
产业和国家公园建设，扩大黎族民族文化的影
响，引导黎族同胞重新打造‘白天采茶，晚上跳
舞’的幸福美景，让村民们吃上‘生态饭’，凝心
聚力谋家乡发展。”卓书颜说。

如今，在水满，越来越多的人品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别样韵味。

（本报五指山8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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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一棵棵参天大树高耸不见其端，
密林深处奇珍异兽神出鬼没，印象中
的热带雨林似乎总是让人目不暇接。

如果将脚步慢下来，静静地趴在雨
林里某一块普通的草地，会看到什么？
8月22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走进国
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全媒体采访团
来到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便尝试
着用这一种角度与雨林对话，得以见识
到微观世界里的一幅幅“众生相”。

当天，采访团一行到访五指山，偶
遇微距摄影师周反美上山采风，两拨
人随即结伴同行。

刚出发没几步，周反美便在一块
草地前停下了脚步。“你们看，这里有
两只蝽虫。”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周
反美整个身子已经趴了下去，举起一
台特制的改装相机，镜头距离两只蝽
虫不过两三厘米远。

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人类的靠近，
这两只半翅目昆虫安逸地靠在一根青
草上一动不动，这让他迟迟没有按下
快门。就这样执着地等待了近10分钟
后，周反美突然连按几下快门，两只蝽
虫交配的场景瞬间被放大数百倍定格
在镜头里，高高扬起的红色触角、黑色
的复眼，甚至腿上的小绒毛都清晰可
见，惹得众人一阵惊呼。

周反美带着大家往草地更深处走
去。或许是被人类的脚步声惊动，一
只蚂蚱突然跳了出来。周反美左右晃
动着，缓缓靠过去，可他刚趴下去，小
家伙又跳了起来。“小蚂蚱别跑，给你
拍个靓照。”“你跑我追”持续了10多分
钟后，周反美耐心地和它“打起了商
量”，倒也神奇，小家伙这回果然待在
了原地，乖乖等着入镜。

枯草上的一颗虫卵，石缝里的一
只甲虫，叶子背面的一群瓢虫，周反美
的眼睛似乎特别“毒”，不一会儿时间，
便在这一方小小草地上找到了七八种
昆虫。

见周反美收获颇丰，采访团的成
员们顿时也来了兴趣，纷纷掏出相机、
手机。可姿势摆到位了，虫却不见了。

“你们得凑得再近一些，昆虫对快
速运动的物体很敏感，慢慢地靠过去，
它们大概率不会逃之夭夭。”听到周反
美的经验之谈，有人顿时开始自带慢
动作缓缓蹲下，有人干脆整个人趴在

了地上一动不动。
“嘿，拍到了”“我也拍到了”……一

段沉寂过后，采访团终于传来“捷报”。
上前一一围观，发现尽管采访团的装备
比不上周反美的专业微距摄影器材，却
依然记录下了小家伙们的身姿：顶着一
对庞大复眼的中华虎甲，身披盔甲的金
花虫，振翅欲飞的天牛……

将往日生活里总被我们忽视的这
些小生灵放大成百上千倍后，会发现
它们正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节之
美：色彩鲜明，脉络清晰，纤毫毕现，时
常还闪现着金属般的质感。

在周反美看来，昆虫几乎将所有
生物具备的美学特征集于一身，借助
微距镜头的力量，这些小生灵的完整
肖像才得以完全展露。

雨林里罕见的昆虫多，长相怪异
的就更多了。“刚来五指山不久时，我
在雨林里拍到过一种很特别的蝉，发
到朋友圈后很快引起了一位昆虫学专
家朋友的兴趣。”周反美说，经过几年
的研究对比，专家确认这是一个半翅
目蜡蝉科新种，并于2019年被命名为

“梵蜡蝉”，正式发表在国际性学术刊
物《昆虫分类学报》上。

这一次经历让周反美极为兴奋，
也愈发意识到：海南热带雨林，藏着太
多的可能性。

在这块不过三四平方米的草地拍
了一大堆连名字也叫不出的昆虫后，一
行人终于起身，这才发现已经过去了大
半天时间。 （本报五指山8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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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热带雨林之美

雨林探微：
趴下来与昆虫对话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内，
群众走上绿色发展路

村居变宜居
环保入人心

本报五指山8月25日电 （记
者曾毓慧）8月24日，沿着崎岖陡
峭的山路，驾车向大山深处行驶10
多公里，在山脚下，一间间民居映
入眼帘，这里是水贤村，属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抄寨村委会
下辖的自然村，村子北侧即是吊罗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界。

水贤村仅有13户村民，早些
年，几乎家家户户还养猪。起初，
养猪粪污随意排放，给村里带来了

“臭气”。再后来，尤其是最近几
年，生态保护的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水贤村已几乎没有村民养猪。

不养猪了，但村民的收入没有
降低。抄寨村驻村第一书记陈达
龙介绍，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
的深入推进，村民增收的渠道已从
最初的“养”过渡到“种”，利用山
地、坡地大规模套种益智、槟榔早
已成村民增收的主业，原先中小规
模化的生猪养殖等产业或影响生
态环境的症结已经得到解决。

村居变得宜居、生态环保理念
渐入人心的不止保亭水贤村。位于
五指山市通什镇北部的太平村新平
村民小组近年来顺利完成危房改造
工作，与村居配套的排水、排污等基
础设施也不断得到完善。经过当地
政府的宣传与引导，村民陆续舍弃
规模化牲畜养殖产业，转为发展瓜
菜、益智等种植产业。

据悉，2019年以来，按照统一
规划，以“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
和区域生态修复双赢”为目标，包
括保亭水贤村、五指山市新平村在
内，我省共有8个位于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内的自
然村被列入生态搬迁的计划。相
应市县已启动搬迁实施方案
的编制及其他前期工作。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
13435.9公顷
是以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资源
及栖息地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 8月22日，周反美在五指山
拍摄昆虫。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枯叶蝶

蜡蝉

黄星桑天牛

青蜂

扫二维码，看视频《用微距
镜头与昆虫对话》。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五指山林
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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