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岛淡水鱼家族成员

共 7目26科

鲤科、条鳅科、花鳅科、沙鳅科、爬鳅科、腹吸鳅科 鲤形目

真鲈科、丽鱼科、太阳鱼科、塘鳢科、沙塘鳢科、虾虎鱼科、攀鲈科、斗鱼科 、鳢科 鲈形目

脂鲤目脂鲤科

鲇形目鲇科、胡子鲇科、巨鲇科、甲鲇科、长臀鮠科、鲿科、鮡科、鮰科

鏘形目胎鱂科

颌针鱼目鱂科

合鳃鱼目合鳃鱼科、刺鳅科

23种海南特有种

（数据由海南
省海洋与渔业科
学院淡水渔业研
究所提供）

●海南异鱲

●海南䱗

●原田鳑鲏

●疏斑小鲃

●海南吻孔鲃

●海南瓣结鱼

●盆唇孟加拉鲮

●海南墨头鱼

●海南银鮈

●嘉积小鳔鮈

●海南小条鳅

●保亭近腹吸鳅

●琼中拟平鳅

●海南原缨口鳅

●海南长臀鮠

●弓背青鱂

●高体鳜

●南渡江吻虾虎鱼

●万泉河吻虾虎鱼

●昌江吻虾虎鱼

●陵水吻虾虎鱼

●三更罗吻虾虎鱼

●多鳞枝牙虾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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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世界上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自诞生之初，便无一
例外地依赖淡水的滋养。海南岛向来不缺淡水，当
154条河流呈辐射状流向海洋时，纵横的水系哺育
了一代又一代琼州儿女。河湖泛碧波，鱼在水中
游。逐水而居的海南先民打猎捕鱼，很早便开始和
鱼打交道，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鱼文化。

翻开海南淡水鱼类的“家谱”人们会发现，这一
古老水生动物在琼岛算得上是“人丁兴旺”。但不
可否认的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部分淡水鱼的
生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它们的生存繁衍受到
影响，对它们的保护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就像一条见不到水的鱼离死亡不远，一条见
不到鱼的河流同样如此。”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
院淡水渔业研究所副所长蔡杏伟呼吁，当我们向河
流不断索取的时候，也应该学会关注淡水物种和生
态系统的需求，寻找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方式。

多元生境孕育丰富淡水鱼资源

鹦哥岭腹地，曲折蜿蜒的山涧溪流一路欢歌，
在沟壑、乱石、险滩间溅起飞舞的水花。

溯流而上，可见水底细石静静盘卧，倏来忽往
的游鱼亦一览无余。与生活在大海的亲戚们不同，
这些淡水鱼通常背为青、绿色，腹呈浅白色，长相相
近频频“撞脸”，但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护林员符金海
总能从中一眼发现虾虎鱼的踪迹。

“这种小家伙懒得很，不爱游泳，就喜欢趴在石
头上。”让他啧啧称奇的是，即便是再急的溪水冲刷
而过，虾虎鱼都可以保持静止不动。之所以能抵御
较大的冲击力，是因为虾虎鱼的左右两个腹鳍愈合
成吸盘状后，可以让它们轻易“挂”在石头上，如轻
功高手般飞檐走壁。

这一生理特征让不过手指长的虾虎鱼在海南
热带雨林溪流生境中活得潇洒自如。而当一股股细
流自琼岛中部山区倾泻而下，途径峡谷、台地、平原、
海滨阶地等不同的地理单元，奔涌壮大成澎湃洪流，
更是为无数鱼儿提供了乘风破浪弄大潮的舞台。

海南鲌、蒙古鲌、鲮鱼……这些或熟悉或陌生
的名字，是河流干流生境中的鱼类“大家族”；相较
于“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鲤鱼、鲫鱼、海南似鱎等
鱼类显然更喜欢定居在水库、湖泊等静态水域中；
在海鱼“势力”占据上风的河口生境中，舌虾虎鱼、
中华乌塘鳢也能拥有一席之地。

尽管习性、生境存在差异，仔细翻一翻“鱼谱”，
却发现它们中竟有逾五成成员来自同一个家族：鲤
形目。

“鲤形目是现生淡水鱼类中最大的一目，这一
种类组成特征与国内其他地区基本保持一致。”蔡
杏伟介绍，不同的是，海南岛的淡水鱼均能适应一
定的高温。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鱼，那海南岛究竟孕
育出了多少种淡水鱼？7目26科149种，这是截至
目前的最新数据。

与1986年出版的《海南岛淡水与河口鱼类志》
对照，人们会发现，在历史调查中，唐鱼、香港斗鱼
和美丽华沙鳅等20多种淡水土著鱼未被记录。

“我们对海南淡水鱼类资源的监测与调查还在
进行中，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这一数据还将再次更
新。”蔡杏伟补充道，这149种鱼并不包括花鳗鲡等
在咸淡水区中洄游的鱼类，“如果加上这一类，海南
淡水鱼家族的成员数至少要翻一番。”

23种淡水鱼进化为海南特有种

倘若某山地的水热条件常年不均，往往会出现
一侧林木葱郁、一侧草地青翠的“阴阳脸”，这是一
个翻开中学地理课本便能找到的知识点。但少为
人知的是，生活在同一山地不同坡向水系中的鱼
儿，其种类组成也有可能截然不同。

香港生态保育专家陈辈乐等人便曾在调查鹦
哥岭地区鱼类资源时发现，其南北坡水系分属昌化
江、南渡江，前者多石砾底质、水清流急，因此备受
溪流性鱼类青睐，流经平原地区的后者，则吸引了
大量平原江河性鱼类聚集。

而当视角聚焦到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甚至同
一河段的上中下层，人们会发现，其鱼类群落同样
存在不小的差异。

“鱼类的生态位受诸多环境因子的影响，包括
该水系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温度、河床基底、河
流周围的生物群落情况及河流本身除鱼类以外的
其他生物情况等，生境类型越多样，鱼类资源往往
也更丰富。”蔡杏伟坦言，海南作为我国唯一全域均
属热带季风区的省份，光独立入海河流便有154
条，囊括热带雨林溪流、河流干流、水库、湖泊、湿

地、河口等多种生境，自然为鱼类多样性的发展创
造了广阔空间。

没有人知道一条鱼会游向何方，但它们来时的
路却有迹可循。

在历次鱼类资源调查中，专家们发现琼岛北部
南渡江等水系中的淡水鱼在华南大陆多有分布，琼
岛西部昌化江水系中则栖息着少量原产于越南的
鱼类。而地质学界又普遍认为，海南岛曾与华南大
陆、越南相连，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些地块未发生断
裂漂移前，这些古老的脊椎动物便已迁徙于此。

或许最初这群鱼儿只是打算短暂停留，不料一
场突如其来的地壳运动彻底断了去路。之后长期
的地理隔离，让它们断绝了与大陆其他种群之间的
基因交流，加上岛屿气候和局部小环境的影响，逐
步进化成独一无二的海南特有种。

目前，海南岛共记录有特有鱼类23种，隶属4
目7科19属。令人揪心的是，眼下这群水中精灵
的生存处境并不理想。

比如海南人较熟悉的白骨鱼，它的学名为海南
长臀鮠，过去在南渡江、昌化江水系中均有捕获，如
今仅在南渡江的松涛水库、龙塘江段、新坡江段和
文澜江等自然河流中有少量分布，种群数量显著少
于本世纪初；原先广泛分布于南渡江、万泉河、陵水
河、昌化江等诸多水系的盆唇孟加拉鲮，近年来由
于栖息地严重萎缩，仅在南渡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中
偶见，现已被列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受威
胁程度等级为“极危”。

海南长臀鮠和盆唇孟加拉鲮的命运不是个
例。曾因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而闻名岛内外的大鳞
鲢，甚至已数十年不见踪影，不少人猜测它们或许
早已在海南岛上灭绝。“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也没
人愿意接受这一定论。”蔡杏伟叹息道，目前与大鳞
鲢一样同属鲤科的尖鳍鲤也已处于濒危状态，栖息
地严重萎缩，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若保护不及时
或将重蹈大鳞鲢之覆辙。

保护海南土著鱼迫在眉睫

作为海南第一大河，南渡江拥有岛上最丰富的
淡水鱼类资源。可如今渔民朝水中抛下一张渔网，捕
捞上来的渔获几乎有一半是罗非鱼等外来入侵物种。

当它们改名换姓进入餐馆，便摇身一变成了海
南人餐桌上的“流量明星”。譬如，红烧福寿鱼不过
是罗非鱼披了一件“马甲”，清蒸白骨鱼中的“白骨
鱼”并非海南长臀鮠，而是一种外形与海南长臀鮠十
分相似的外来入侵物种——巴沙鱼或斑点叉尾鮰。

“过去，万宁、儋州一带的居民常用攀鲈做鱼
煲，南渡江沿岸的农贸市场常有蒙古鲌、海南鲌卖，
现在这些土著鱼很少见了。”蔡杏伟介绍，目前海南
记录的149种淡水鱼中有39种是外来入侵物种，
与1986年相比足足多了32种。

对海南土著鱼类而言，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所在

开展海南淡水鱼类资源调查时发现，这些外来入侵
物种多为肉食性鱼类，攻击性强、繁殖力强，在水中
几乎没有天敌，它们通过占据生态位、争夺食物资
源和直接捕食等形式和土著鱼展开竞争，逼得后者
步步退让，以至于如今大量云斑尖塘鳢在松涛水
库、大广坝水库、长茅水库等水体中“安营扎寨”，罗
非鱼更是“反客为主”在多个水系中形成优势种。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这几个“熟面孔”外，目前
绝大部分外来入侵鱼类只是偶尔在野外被发现，并
未形成数量庞大的群体。

但一条海南土著鱼的生长，要面临的也绝不止
外来鱼类威胁这一道“关卡”。人类过度捕杀、栖息
地被污染、周围植被群落遭过度采伐……在大量人
为因素的干扰下，海南土著鱼类资源与几十年前相
比，已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

“警报”拉响，一场拯救海南土著鱼类的行动随
之开启。

“2016年以来，我们对海南十几条主要河流的
鱼类多样性进行了全面调查，建立起海南‘两江一
河’水生生物资源及环境常态化监测机制。”蔡杏伟
介绍，摸清“家底”之余，他们还开展了海南濒危珍
稀鱼类的人工繁育、海南特有鱼类的生物学研究及
涉水工程对水生生物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评估等工
作，同时对昌化江河口、万泉河河口等多个水体进
行生态修复。

此外，随着我省退捕禁渔、河长制等制度的落
实，越来越多的部门、机构正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保护内陆水域生态系统。当保护水生态环境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未来，会
有越来越多消失的海南土著鱼重现江湖。

当一条花鳗鲡苗踏上回家之
路时，根本无法预料自己接下来将
经历些什么。

每年秋冬之际，位于菲律宾以
南、斯里兰卡以东和巴布亚新几内
亚以西之间的深海沟中，成群的花
鳗鲡在产卵后油尽灯枯而死。顾
不上为亲鱼的离去而难过，躯体呈
透明柳叶状的花鳗鲡苗们在出生
后便需即刻启程，沿着亲鱼来时的
路溯游几千公里。

尽管花鳗鲡以性情凶猛而闻
名，但此时的小家伙们“乳臭未
干”，一路上自然免不了面对各种
海洋生物的围追堵截。倘若足够
幸运，它们中的一部分会在数月的
漂泊后顺利抵达海南岛的各大河
口处，变成短的圆线条状后开启下
一阶段的旅途。

内陆水域的风浪与天敌无法
跟大海中的相比，每年却有大量花
鳗鲡倒在距离目的地咫尺之遥的
地方——

由于水坝的阻隔，它们中的绝
大多数会滞留在坝前，或被捕捞，
或卡在缝隙中，只有极少数机灵的
个体才能翻越这一道道障碍，经急
流闯险滩，上溯至河流中上游的溪
涧、水库等水域，在那里度过自己
的漫漫鱼生。

由海入河是一场九死一生的
冒险，由河入海又何尝不是？但即
便知道此去多艰险，数年后，这群
花鳗鲡依旧会选择沿着来时的路
再次长途跋涉，回到它们出生的地
方，交配、产卵，随后死亡。

如此情景常常被人类形容为
史诗般的生命奇迹，殊不知在鱼类
的世界中，这种轰轰烈烈的迁徙已
然成为常态。

与花鳗鲡的降河洄游路径不
同的是，鲥鱼平时栖息于海水中，
等到春末夏初时才会成群结队回
到包括海南部分水系在内的缓流、
沙质底的江段产卵，这被称作溯河
洄游。

无论是降河洄游的鱼还是溯
河洄游的鱼，人类都很难去定义它
们到底是淡水鱼还是海鱼，因此将
之统统归入了洄游性鱼类。

也有一些鱼类选择完全在内
陆水域中生活和洄游，譬如海南过
去常见的经济鱼类倒刺鲃，偏爱在
河流干流和支流的深坑岩穴中越
冬，等到春季水位上涨后再游至支
流中繁殖、生长。尽管这种相对短
途的移动通常被认为是半洄游，但
其淡水鱼的身份倒是毫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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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渔业大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是

富足、繁荣的象征。海南是“海
的宠儿”，盛产各种海鱼。然而，许
多人不知道的是，因降水量丰沛、河
网密布等，海南岛的淡水鱼资源也十
分丰富，目前共记录有7目26科
149种，其中特有种23种。本期
海南周刊关注海南淡水鱼及
其衍生的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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