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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活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对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
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百倍。”正如《万物有灵且美》作者吉米·哈利所言，生命之

美源于自然，而自然之美在于生机无限。
从鹰击长空、鱼跃水底，到草木萌发、百花争艳，再到无处不在的微生物，所

有的生命个体既各得其所，又唇齿相依，它们共同构成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生
物多样性，也铸就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10月11日至1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
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举办。当我

们将视线从云之南转移至海之南，在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里，会看到这座公

园里不同物种种群纷繁、生态系统
千差万别，同样正迸发出

生命之绚烂。

琼岛腹地，林海莽莽，4269平方公里的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里，一轮又
一轮生命律动永无休止。

听！栖于林冠的百鸟叽叽喳喳，攀跃树
梢的巨松鼠、树鼩、椰子猫手捧树果“咔嚓”进
食，几只海南长臂猿发出拖着悠长尾音的

“呜”声，与灌丛虫吟、百兽啼叫混杂在一起，
共同开启生机勃勃的一天。

看！青梅、海南粗榧、坡垒等乔木一棵棵
赛着比高，枝杈间附生簇簇蕨类似鸟巢，与动
辄长达百米、天罗地网般的藤蔓一道，形成植
物绞杀、老茎生花、独木成林等奇观，编织
出一个迷幻的雨林秘境。

3653种野生维管束植物、540
种陆栖脊椎动物，它们种群纷
繁、生而不同，在这片既是地
球同一纬度上最典型，也是我
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里，交织出惊奇万状的生态
乐章。

“热带雨林是物种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地球上大
于一半的动植物物种，你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首席研究员邢福武认为，就像是“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各类物种生存繁衍所需的
条件也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只有拥有足够丰
富的生态系统，生物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生态位。

阔叶林、针叶林、灌丛、草丛，热带低地雨
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云雾林……经过系统
科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
的自然植被被划分为9个植被型、15个植被
亚型、17个群系（类群）组和82个群系（类
群）。当不同的植被类型与迥异的水热条件、
地形地貌、海拔高度结合，由此也在海南热带
雨林孕育出一个个纷繁复杂的“子生态系
统”。

位于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的俄贤岭片区，
分布着大片的石灰岩季雨林。这样一个“子
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生物隔离”作用，因而促
进了滇桂三相蕨、狭叶凤尾蕨和仙霞铁线蕨
等不少特有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化和形成。

而当我们将时间轴拉长，会发现自海南
与大陆分开独立成岛之日起，这里的生物就
已踏上独自进化的漫漫长路，并在具有原真
性、完整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得以繁衍生息
——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便能找到419种海南特有、6种国家I级重
点保护野生维管束植物和23种海南特有、14
种国家I级重点保护陆栖脊椎动物。

“一个物种得以形成必然经历了千百万
年的演化，它们从绝境中新生、繁衍、变异，这
才成就了今天的生物多样性。”在海南省林业
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园处负
责人洪小江看来，无论是从丰富度、稀有性还
是特有性等方面衡量，海南热带雨林都是大
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笔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目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已被国际环保组织确定为全球34个生物多
样性热点区之一，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达
6.28，与巴西亚马逊雨林相当。热带雨林无疑
是琼岛腹地最亮眼的一抹绿意。

乔木为了繁衍后代孕育出长有“翅膀”的
种子，花顶着一张龇牙咧嘴的“黑脸”，“树枝”
不仅可以走动甚至还能根据光线、湿度、温度
的差异调节体色……这可不是童话故事里的
场景，而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动植物们
为应对自己那一隅的危机而演化出的独特生
存智慧。

它们彼此竞争，同时也互相依存。这不，
一只巨松鼠采食野果后排泄出包裹着果

核的粪便，竟也间接承担起森林植物
种子传播者的角色。

“太多的物种，以太多我们
尚不知晓的方式相互关联着，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有
助于整个生物圈的稳定和功
能。”正如国际著名动物学家
乌勒斯·卡伦斯所言，自然万
物环环相扣、丝丝相联，无论
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生产者
与消费者，亦或是分解者，都处

在一张动态平衡的大网中。
“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南相

继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一定程度上保
护和恢复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但由于
历史原因造成的破碎化、孤岛化，导
致其完整性削弱，热带雨林物种特
色与群落特征受到威胁。”洪小
江认为，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无疑为解决这一问
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以天然林集中分布区域
为基础，以海南中南部山区的
主要山体为骨架，海南将原有
的19个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天然
林、公益林进行优化整合，科学划
定出总面积达4269平方公里的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范围。

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
治保障、强化监督管理……过去3年来，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不仅一改原先
多部门交叉管理、执法监管碎片化的弊端，构
建起一个主权明确、责任清晰、互相配合的运
行机制，也针对不同的濒危物种摸索出适宜
的应对之策。

譬如，针对坡垒、青梅等野生种群数量或
分布点极少的珍稀、濒危、保护、特有物种和
极小群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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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库等举措；为
海南坡鹿在野外规划建立野放基地，并实时
定位监测；对海南长臂猿，持续拓展栖息地，
并建设种群及生境数字化监测体系。

除了我省各级林业工作者外，越来越多
的机构与群体也开始加入到这场“物种保护
大作战”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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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哥岭等林区编辑
出版《兰科植物图鉴》《鸟类图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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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科研机构及志
愿团体走进校园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手把手
教孩子们辨别昆虫、雨林植物……

而随着470户1885名生活在生态核心保
护区的百姓逐步完成生态搬迁，为野生动植
物“腾挪”出更多生存栖息空间，更给出一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益启示：保护生物多
样性，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努力。

生物多样
成就生态之美

凝聚合力
吸引各方参与保护

种群复苏
“新朋旧友”喜相逢

成效显著
为世界贡献“海南智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实施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贡献“海南智慧”。

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
护基金会主办的“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
案例”全球征集活动中，海南长臂猿全方位保
育项目从全球26个国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
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
典型案例”名单。

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关于海南长臂
猿保护的相关经验更被汇集成《海南长臂猿
保护案例》，在今年9月于法国马赛召开的第
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面向全球发布。

“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专家组小猿组副
组长苏珊·切恩博士认为，海南长臂猿保护工
作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基于5个要点，即：充

分调动公共部门的资源；深入和广泛
的国际合作；拥抱以自然和科学
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保护原始
栖息地并修复其余的栖息地；
加强当地社区的保护意识和
实地参与；栖息地恢复综合
管理。

这一关于生态保护
的“中国智慧”“海南模式”，
被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物种存续委员会主席罗德里

格斯在内的诸多国际专家认
为，对全球20种长臂猿乃至灵长

类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对长臂猿栖
息地热带雨林的保护管理具有参考作

用，对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
发展具有，以及气候变化、低碳经济
等要求下的生态系统和保护地重
构具有启示意义。

而如今，随着人们生态保护
的意识普遍提升，海南也正汇
聚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更强
大合力，从新理念、新方法中
继续累积更多的“海南经验”。

“在没有重大突发状况、保
护力度不变的情况下，2035年
海南长臂猿个体数量将达到60至
70只，实现种群翻番。”不久前，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立下的这个“小目
标”，意味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号角在生态琼
岛的又一次吹响。

▶五唇兰
五唇兰属兰花唇瓣5裂，其属名即由此而来;世界产 2

种，中国产1种，仅分布于海南。

▶坡垒
坡垒是龙脑香科坡垒属植物，乔木，树高约20

米，生于海拔700米左右的密林中，是国家一级保护
树种。

▶伯乐树
伯乐树是落叶乔木，罂粟目，又名钟萼木或山桃

花，生于低海拔至中海拔的山地林中，是中国特有树
种、国家一级保护树种，被誉为“植物中的龙凤”。

▶苏铁类植物
苏铁类植物起源于3亿多年前的晚石炭纪，海

南热带雨林中分布有海南苏铁、葫芦苏铁、龙尾苏
铁、台湾苏铁等四种苏铁类一级保护植物，其中海
南苏铁为特有种。

▶海南粗榧
海南粗榧是三尖杉科、三尖杉属乔木，高可达20

米，树皮裂成片状脱落，为典型的耐阴湿、喜土壤肥
力高的树种，通常散生于海拔700-1200米的山地
雨林或季雨林区。

▶桫椤
桫椤别名蛇木，是桫椤科、桫椤属蕨类植物，有“蕨类

植物之王”赞誉。桫椤是已经发现唯一的木本蕨类植
物，极其珍贵，堪称国宝，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保护濒危

植物，有“活化石”之称。

▲海南长臂猿
集中分布在海南岛霸

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内，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列为“全球
最濒危灵长类动物”，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海
南长臂猿种群数量达到5
群35只，显示出持续扩大

的良好势头。

▲海南睑虎
海南睑虎又叫海南守

宫、眼皮守宫，头背棕褐色，
躯干及尾背暗紫褐色，均染
以少数较大黑褐斑，是我国
特有物种，分布于我国海南
省喀斯特地貌、热带雨林或
季雨林的潮湿地面，喜欢阴

冷潮湿的环境，夜行，
以昆虫为食。

▲小爪水獭
小爪水獭是世界上最

小的水獭品种，生活在有
淡水和泥泞沼泽的森林、
稻田等地区，数量稀少，现
已成为水域水质的指
示动物。

▲海南坡鹿
海南坡鹿是泽鹿的四

个亚种之一，曾广泛分布
于琼岛丘陵、台地，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由20世
纪的濒临灭绝，到如今数
量逐渐增多、种群逐渐稳
定，坡鹿成为海南绿色生
态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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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已被国际环保组织确定为全球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之一

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达6.28
与巴西亚马逊雨林相当

数说海南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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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到野生维管束植物3653 种

（国家I级重点保护6种，海南特有419种）

记录到陆栖脊椎动物540 种

（国家I级重点保护 14种，海南特有2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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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岩石裂缝中的这只中华睑虎，拖着长长的
尾巴正准备外出觅食，不料却撞进了海南林
业工作者周润邦的视野里。

“当时一眼就看出这只睑虎的不同，经过
形态学和分子学分析鉴定后，确定这是一个
睑虎属新种。”周润邦还记得，那是位于海南
岛中西部的一片热带常绿阔叶林，四周覆盖
有花岗岩石堆或与喀斯特斜坡相连的大型石
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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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与
红灯笼“撞脸”的尖峰水玉杯。

“它需要生长在原生性极强的热带雨林
生境中，目前仅在尖峰岭有发现，且数量极
少。”今年年初，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许涵及团

队在国际知名植物分类学刊物《植物》
上发文，宣布在海南尖峰岭发现了
一个新的腐生性草本植物种类
——尖峰水玉杯。

过去3年来，随着海南在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内实施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和综合治理，这片生态秘
境的“物种户口簿”上至少
已迎来23个新成员，包括12
个植物新种、6个动物新种、5

个大型真菌新种。
“一个物种就是一个基因库。”邢

福武认为，新物种频频现身，正是对
海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生动回应。

与新物种的相遇，是一份来自未
知的惊喜。守护“老朋友”们繁衍壮

大，则是日常点滴累计而来的幸福感。
霸王岭雨林，科研及监测人员通过植被

修复、封闭道路、建设空中廊道等举措，帮助
海南长臂猿迁徙至更广袤的雨林，并在长达
40年的跟踪守护中，见证其种群数量从20世
纪70年代的7-9只恢复至如今的5群35只；

吊罗山的河沟边，中国首支水獭监测队伍在
野外布设红外线相机日夜监测，成功捕捉到5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爪水獭重返故园的场景；

白沙邦溪、东方大田，“守鹿人”们通过种
植牧草、建渠引水、扩建围栏等举措改善海南
坡鹿生境，同时开展坡鹿种群健康状况、栖息
地选择等研究，让“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和
谐景象重现琼岛。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力度空前的海
南，每一种珍稀野生物种都在行使自己“用脚
投票”的权利。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12 种海南特有种 23 种海南特有亚种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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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
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发布

海南有161 种陆生野生动物物种被纳入保护范围，占全国的23.5%

其中包括29 种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132 种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哺乳纲 15种
鸟纲 121种

爬行纲 13种
两栖纲2种

昆虫纲9种
蛛形纲 1种

文字整理/李梦瑶
制图/张昕

供图/李天平 姜恩宇 苏晓杰 卢刚 李
榕涛 陈元才 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林清在
斧头岭记录长臂猿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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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实施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海南智慧”

热带雨林

海南角螳。 竹节虫。

⬇霸王岭的雅加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