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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海南

■ 本报记者 牛晓民 李梦瑶

轻轻拨开云雾，雨林间，一棵树干
挺直、苍劲繁茂的古树撑住天地，这棵
被当地人敬为“树神”的陆均松，成为最
原始美丽的雨林穿越，这一望，生而千
年，无惧岁月。

在这里，有一群人，自称为“山人”，
与雨林同行，惟愿青山安好。

他们是一滴滴水，将自己融入林
海；他们是一棵棵树，扎根密林深处。

如陆均松般坚毅挺拔的身影，是
“山人”对雨林守望的最好诠释。

59年前，20岁的广州小伙杨秀森，
揣着热乎乎的毕业证，只身来到昌江黎
族自治县霸王岭，将自己的科研梦与山
里的每一棵树紧密相连；40年前，湖南
小伙李意德，背着麻袋、踏着十几公里的
土路钻进尖峰岭，上山做监测、下山做实
验，从此风雨无阻；26年前，“霸王岭二
代”杨先珊成了一名海南长臂猿监测队
员，从泥泞山坡到丛林沟壑，他全力奔
跑，用一生之芳华陪伴人类孤独的近亲。

他们是与山作伴的本地山民，是远
道而来的异乡人，是半路出家的护林
员，也是学识渊博的专家……走进大山
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每个人都在这场人与自然的交融
中“发现”了自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今天，就是这样，守望着共存之
道，血脉相连，激荡回旋。

“山人”在此

一个苹果、两颗桔子、三根甘蔗，被
端正地摆放在“树神”、“树王”、“树仙”
三棵陆均松前，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

三棵树隐身于海拔1200多米的霸
王岭雨林深处，生于此，长于此，壮于
此，傲然于此，生命持续千年。“山人们”
将食物安放在此，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
对这座山的感恩与敬畏。

1967年，郑海强出生在霸王岭。打
从记事起，他就“泡”在了这片密林里，
是资深“山人”。

霸王岭东一区，和往常一样，郑海
强走在巡山队伍最前面。一只鹇鸟掠
过，在他跟前，悠然觅食。待到有身着
红色T恤的护林员靠近时，鹇鸟突然惊
飞而逃。

郑海强指着身上的85式迷彩服，
一脸骄傲：我身上没有烟味，没有酒味，
没有饭味，也没有香水味，只有“山味”。

“山味”让鹇鸟把郑海强当成了“自
己人”，这身衣服他穿了38年。

让郑海强始终舍不得丢掉的还有
这山里的规矩。走在山道上，一条鱼从
溪水中跳了上来。他把鱼放到了山坡
上，不是溪水里。似乎知道我们的不
解，郑海强解释说“不被车压就行了。”
他认为，山里的事，得交给山里的动物
自己解决。

雨林里分布有416种陆生脊椎野
生动物、130余种鸟类和2100余种昆
虫，当上护林员后，郑海强与它们当中
的很多都打过照面。

也因此，郑海强跋涉了许多路，总
是围绕霸王岭。也有人从山外来，将自
己的一生和岭上数不清的树缠绕在一
起。

1963年2月14日，20岁的杨秀森
迈出广东省广州林业学校的大门。他
贴身藏着毕业证，证件上的成绩是一溜
的“甲”。

那天，杨秀森从海口到霸王岭用了
15个小时。与山林同行，他用了59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霸王岭共有工
程技术人员15人。时下，7人谢世，7人
先后调离。

城里来的大学生，为何当了一辈子
山里人？4月14日，当我们把问题抛给
杨秀森时，他正坐在自家客厅，从东边
窗户望出去，满眼皆绿。

“很恨！”两个字是他的全部答案。
他说，恨霸王岭牵了他的魂，恨霸

王岭缠了他的身。
客厅与阳台的连接处有一个书架，

书架里有伴他 52年的一套书和一个
奖。书是1965年出版的四卷《海南植
物志》，奖是国家林业部颁发的“林业科
学技术进步”——36年前，杨秀森参与
完成了《热带阔叶林采伐更新研究》，主
要科研基地之一正是霸王岭。

一个人、一座山，一套书、一个奖，
几近浓缩了这个“霸王一代”科研技术
人员的一生。

梦想的种子一旦埋下，便有人甘于
为此奉献一生。

1982年夏，湖南小伙李意德刚被分
配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
究所，便接到去尖峰岭的任务。

早在1957年，来自中国林科院的
第一批专家便在此开创了我国热带林

业研究的先河。但持续二十余年的研
究除了积攒下大量珍贵科研数据，并没
有给后辈留下其他“财富”。

没有路？那就边走边用刀开路。
山蚂蟥太多？那就放弃挣扎，等到

被咬了再敷高锰酸钾粉末止血便是。
没地方住？那就搭草棚、支帐篷，

或干脆幕天席地。
李意德让自己像一棵树般扎进深

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里的每一棵
树，甚至弄清树与树之间的关系。

1983年至今，他和同事在尖峰岭共
设立50个固定样地和164个公里网格
样地，覆盖尖峰岭腹地1.6万公顷热带
雨林。

将数百万条数据从野外采集回来，
经过分析、归纳与比较验证后，李意德
发现森林生态系统的不少秘密：与世界
其他主要热带地区相比，海南热带雨林
年净碳汇能力明显更强；热带雨林对台
风暴雨具有良好的调节功能……这些
科研成果让他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二等奖、“全国野外科技工作者先进
个人”等诸多荣誉，也进一步证实了海
南热带雨林的生态价值。

“我和海南热带雨林是互相成就、共
同成长。”不久前，李意德卸任尖峰岭生
态站站长一职。他说，总有后来人，一代
一代把研究做下去，把使命传下去。

从“愚公移山”到“愚公守山”

1978 年，霸王岭。17岁的“林二
代”陈庆从父亲陈汉瑞手中接过油锯，
将林子里的大树一棵棵锯倒。

彼时，林场正在经历改革，工人们不
再领取固定工资，要想多挣钱，只能多砍
树。工人们大多年轻力壮，不到半个小
时就能锯倒一棵直径达两米的大树。

望着大树变成木材被一车车拉下
山时，陈庆偶尔会觉得心里堵得慌，但
林子一天天变得开阔，日子又好像并没
有什么不同。

杨秀森却急得根本坐不住。他拉
着同事们奔走疾呼，坚持“间隔伐”，拒
绝粗暴“光头砍”。

当他们提出砍伐要“永续经营”时，
这一概念引起国家林业局的关注，杨秀
森由此担任《中国海南岛热带天然林分
类经营永续利用课题》项目组副组长。

“树神”“树王”“树仙”因此而存？
杨秀森回答：是，也不是。

“不是”的理由：这几棵树太大、太
粗、太长，当时不好砍、不好运。

“是”的原因：“永续经营”的理念提
出后，伐木开始不再盯着一个地方砍光
光，既然要留树，那不好砍的树就不砍、
不好运的树也不砍。

在“是”与“不是”的交织中，霸王岭
有了今天的“神”“王”和“仙”，每一棵千
年陆均松的周围都存留了一片植物群
落，至少包括250个以上的物种。

4年前，“树神”成了网红，被评为中
国最美古树。当一批批游客慕名而来，
当79岁的杨秀森再次站在这株已安然
度过2600余年漫长生命的“树神”面前
时，一切如故，却又截然不同——人们
开始懂得欣赏雨林之美，雨林的价值也
不再是林木采伐。

雨林的价值是什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
峰岭分局护林员苏红华想知道。所以，
过去20余年间，他乐此不疲地参加各
种五花八门的培训学习班，包括生物资
源补充调查培训、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
护区管理培训、海南省第二次陆生野生
动物调查方法培训等，将有关热带雨林
的每一个“知识点”烂熟于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吊
罗山分局科研生产科工作人员梁宜文
想知道。所以，他花了3个月时间把《海
南植物志》完完整整誊抄了一遍，一边
护林一边跟着各地专家学者“偷师学
艺”，几乎耗费了十多年时间，将吊罗山
2116种维管植物的科属形态特征统统
印在了脑子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
岭分局护林员符惠全想知道。所以，10
年巡山护林，他坚持边护边学，不仅能准
确识别出管护辖区内的300余种动物、
300余种植物，甚至不看鸟的模样，光听
叫声，也能辨别出至少七八十种鸟。

山林草木，鸟兽虫鱼，以及充足的
雨水、清新的空气、舒适的气候。在他
们看来，雨林里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各
自的奥妙之处。而形态万千的生物多
样性，正是雨林的价值所在。

过去3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至少发现28个新物种，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效显著。这片约占海南岛1/8陆域
面积的茂密雨林至少已发现28个新成
员，包括9个植物新种、6个动物新种和
13个大型真菌新种。

“山人”相认

1月24日，天色未亮。杨先珊和同
事们像往常一样，从霸王岭镇区出发赶
往山上的驻点。

一路上，沟壑交错，坡陡谷深，覆盖
着枯叶的泥土与石头间不时伸出缠脚
绊腿的藤蔓。几人却健步如飞，仿佛脚
下的坑洼泥泞统统不存在。他们仰起
头，竖着耳朵，四处张望，直到一声如口
哨般的清亮长音如期响起。

追着声音一路跑，至葵叶岗瀑布
沟，几个或黑或黄的身影突然从头顶快
速掠过。

“看到了！”有人举起望远镜，神情
兴奋又夹杂着几丝紧张。一台台望远
镜纷纷举起，对准同一个方向——那是
一棵笔管榕树，树上，一只海南长臂猿
雌猿正为小仔挠头。

就在不久前，他们才发现这只雌猿
长胖了，胖的不是脸，不是全身，而是肚
子。这次再瞧，雌猿的胖圆肚子没了，
显然，长臂猿又添新仔了！

一行人兴奋得差点喊了出来，但担
心雌猿受惊，不敢靠得太近，只能隔得
远远的，轻轻按下快门。

海南长臂猿是什么？
10岁前，杨先珊的父母每次出门进

山时，都会“吓唬”他和弟弟妹妹：不要
离开院子，不要跑远，不然“山人”会把
你们抓走，最喜欢吃小孩的心。

父母嘴中的此“山人”，说的就是海
南长臂猿。

等到 1996 年，杨先珊成了彼“山
人”，才知道这种移动速度每秒可达3米
的树栖动物，不仅不“吃人”，反而怕极了

人——由于人类的盗猎和对热带雨林的
破坏，猿群数量一度骤减至个位数。

见人就跑，速度极快，加上数量稀
少，要想监测到它们谈何容易！

唯一的办法，是在猿群发出鸣叫
时，寻声定位。

凌晨6点，通常是每天第一声猿鸣
响起的时候。听到林子里发出“呜”的
一声，杨先珊和同事们便要背着相机、
录音机、望远镜和干粮，手脚并用，追着
猿声一路狂奔。

几乎是一路摔打着，他们渐渐踏熟
一片又一片的山林，事无巨细地记录下
长臂猿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鸣唱，谁
给谁理过毛，常“走”哪条路，会去什么
地方，吃过什么……

长臂猿或许不太明白，这个“两脚
兽”为什么老是跟着它们。日复一日的
朝夕相处，却让它们渐渐放下了戒备心。

刚开始，猿群见人就跑；渐渐的，它
们会停留在十余米外警惕观望；到后
来，它们甚至会主动靠近，没有任何顾
忌地蹲在不过两三米远的树冠上酣然
入睡。

人与猿的距离不断缩短，不只是空
间的，更是心里的。杨先珊觉得，长臂
猿开始把他们当“自己人”了。这是“山
人”相见。

这天，隔着一个不太远的距离，他
再一次窥探到“猿家趣事”：“大公”和平
常一样，骑在高大乔木树干上，单手扶
枝、仰天长啸，俨然一家之主的神态。

不远处，被队员们称为“小兵张嘎”的小
仔分别被“大母”“二母”抱在怀里，正遵
守着“找自己的妈”喝奶的约定。

“大公”是长臂猿家族群的成年雄
性，“大母”“二母”分别是年纪较大、年
纪较小的成年雌性。其中，“二母”正是
这次的新晋妈妈。

连日来，杨先珊和同事们巡遍了海
南长臂猿栖息地30平方公里范围内布
设的200多个样地，用监测队员的24双
肉眼看，用320套红外相机的“电子眼”
看，终于确定：原先的35只一只不少，
加上这一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
至5群36只。

4月12日，这一全球最稀有的灵长
类动物再添新丁的消息，一经发布就霸
屏吸睛。

这几天，队员们为给这只“小兵张
嘎”取名吵翻了天。更多的时候，他们
一有空就往山上跑。从长臂猿身上他
们看到了人类的影子。比如有些胆大
的长臂猿，会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张
三挠头，它们也挠头；李四唱歌，它们也
学着叫几声。

这种奇妙的场景，让他从中感受到
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奇妙关联，也让他觉
得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有一种特殊的、
不可替代的意义。

“说不定哪天，我就能和小仔握手
了。”杨先珊说，也许有一天，当孩子们
在学校上课时，便随时能见到一只长臂
猿，好奇地趴在窗外。

雨林守望

夜幕笼罩下的雨林深处有什么？
有双耳被包裹的声响——

从阔叶林的灌木层中探出头，独行的
马陆、结网的棒络新妇蛛和领着幼子觅食
的土元，掠过枯黄的落叶掀起悉悉索索的
响动。转头望去，一只蟋蟀正在吞食叶尖
甘露，发出轻微的吞咽、撕扯声。

相较白天，此时的雨林更添几分危
险气息。

周末，18时，周润邦离开省林业局
办公大楼。三小时、252公里的狂奔后，
周润邦抵达霸王岭，开始了他的雨林奇
妙夜。

星稀月淡时中，打开手电，眼前也
只有两三平方米的可见世界。此时，耳
朵比眼睛重要，“听得着”比“看得见”更
重要。

踏入山林的那一刻起，周润邦的双
眼便紧盯石头下、山缝中、树叶里。他
知道，这里会有爬行动物伺机而动，准
备觅食飞蛾、白蚁和其他昆虫。

睁大眼睛时，他习惯半张着嘴。每
隔几分钟，他就得吐出飞入嘴里的昆
虫。一夜山路下来，酸痛的不是脚腿，
而是嘴、眼和始终竖着的耳。

深夜独自潜山，怕不怕？怕！周邦
润说，雨林的夜，满目是黑，四处飞的昆
虫的闪亮显出雨林黑的宽、长、高、深，
非常怕。

怕什么？怕眼前跳出儿时奶奶讲
过的“僵尸走”“鬼打墙”的故事。故事
在脑子里已是画面，自己会把自己吓
死。

怎么办？满脑子乱找、满嘴乱说逢
凶化吉的“护身语”。

还怕什么？怕蛇，怕眼镜王蛇、金
环蛇。

怎么办？没办法。
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对天对地对黑

暗说：我和你们都是朋友，我来这里是
帮你们找到新朋友的。

周润邦原本不必怕。2006年7月，
他从海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省公安
厅、省林业局办公室等多处行政岗位就
职。本可以在办公楼里，他却偏偏选择
了“跑山”。

为什么？母亲说，他“脑子里好像
不装人”。

从小学到高中，家里的阳台上、课
桌中、床铺下，周邦润不是养了8只不一
样的蚊子，就是在放糖的罐子装了七只
不一样的蚂蚁。

他喜欢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尤其是
别人没有见过的新鲜面孔。

霸王岭山脚，农家小院南侧的土坡
上，一只看似普通的睑虎趴在石壁上。

手电光下，壁虎通体呈深沉的淡紫
色，虽然也是和霸王岭睑虎一样背带三
杠，但三杠更明显、更加宽厚，且尾环比
海南睑虎多，比霸王岭睑虎少。

“肯定是个新物种。”周润邦兴奋直
呼。但仅从形态分辨，不科学，也没说
服力。

数鳞片、点疣突、测尺度、做记录、
测序列……经过与科研人员三个多月
的共同努力，他的预想得到印证：这是
睑虎新种，“周氏睑虎”也成为了填补霸
王岭睑虎与海南睑虎之间过渡衔接的
一块重要“拼图”。

当个人爱好已是科学发现时，有人
说他是撞大运、中大奖，实属偶然。周
润邦却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惊喜”。

2019年4月，周润邦再次发现新物
种，物种命名为“中华睑虎”。“中华睑
虎”的发现对于研究岛屿物种多样性形
成过程有重要的生态科研价值。

“天上有多少星星，雨林里就有多
少物种。”在周润邦看来，一轮又一轮永
无休止的雨林律动中，总有新生命能在
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如他
在黑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不是骨肉，但都是我的命！”杨秀
森认为守好这片林子就是天大的事，也
成就了他的雨林半生。

“给山蚂蟥献点血，才能在山里扎
下根！”李意德认为，他生来属于这里，
根扎深了，科研工作才能扎实了。

“离不开，真的离不开。”杨先珊同
其他护林员一样，渴望得到另一群“山
人”的认可，因为“我们和长臂猿一样，
都是大山的孩子！”

……
山林间，往事已过，“树神”挺拔依

旧。
被昨夜雨水洗礼过的林间，越发生

机勃勃，雨林富有的清新包裹着湿润的
空气如纱幔般漫润林间，郑海强深吸了
几口熟悉的空气，拍了拍身上的85式
迷彩服，迈着轻松的步伐，感到无比自
足而充满力气。

你问我去向何方，我指着大山的方
向。

（本报霸王岭4月17日电）

“猿”于青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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