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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守护者绝活
听叫声辨百鸟

三把“利器”让侨乡偏远村踏上富裕之路

海南五指山生态融合产业让群山变宝山

得知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
统聚落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王成
凯喜形于色。

王成凯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鹦哥岭分局番阳管理站的护
林员，他们组共有 8 名成员，都
是雨林周边的村民。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
海南岛中南部，总面积 4269 平方
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八
分之一），2021 年成为中国首批
五个国家公园之一，拥有中国分
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
积最大、类型最多样的热带雨林。

护林员守护着雨林生态和谐，
雨林的馈赠也相当慷慨——学之
不尽的知识，让他们成为雨林知
识的“土专家”。

“这是赤红山椒鸟、这是黑
喉噪鹛、前面那个叫声是黑眉拟
啄木鸟……”在密林里，王成凯
仅凭鸟鸣，就能说出各种鸟的名
字，“鹦哥岭监测到的鸟类有 250
多种，我听声音大概能分辨一百
来种。”

巡山小路，树木遮天蔽日，
林间藤蔓交织。“雨林是天然的
空调室，身在其中，静静聆听蝉
叫鸟鸣、溪水声声，清风徐来，
会感觉到雨林在‘呼吸’。”

鹦哥岭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中心枢纽，也是海南岛前
两大河流南渡江和昌化江的主要
发源地。“以前这里是村里放牛
的‘大草原’，现在树木越长越高，
林子越来越茂密，山间溪水流量
越来越大了”，护林员王春说。

王春和王成凯一样，是鹦哥
岭第一批护林员。他们说，刚开
始巡山护林，制止村民上山特别
困难。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
环境，设立国家公园，法律和制
度安排越来越完善，近些年来村
民和雨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很多动植物以前只知道黎
话怎么说，通过学习，知道了学
名和相关知识，让我越来越着迷”，
王成凯说，植物、鸟类、菌类、
鱼类……每位护林员都有自己擅
长或希望学习的领域，“雨林是
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只有充分认
识，才能更好保护。”

雨林知识还有新用处。王成

凯已成为一名热带雨林导赏员，
为不少前来研学的学生们介绍热
带雨林知识，传播生态文化。随
着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推进，以及
申报世界遗产，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走进雨林，导赏员未来或将是
护林员的职业新内容。

“赤红山椒鸟以前只在海拔
800 米以上才能看到，现在海拔
200 米也能看到，甚至出现在了田
间地头。”看着热带雨林越来越好，
王成凯心里很满足。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这样的护林员有两千多名。
� （尹海明）

走进海南知名侨乡文昌市加美
村，繁茂的古树、干净的村道、整齐
的琼北民居、常年栖息各种鸟类的红
树林……初夏时节，一幅美丽乡村画
卷尽收眼底。这样的美丽乡村似珍珠
散落在海南各地。记者近日漫步其中，
感受当地巧用农旅融合、产业赋能等
“妙招”推进乡村振兴。

农旅融合，让侨乡古村落走上“逆
袭之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农田生产
效益低，弃荒现象严重，加美村曾是
“脏、乱、差”贫困村。

在外务工的邢诒静返乡，带领村
干部调整发展思路，发展乡村旅游。
村里聘请专业团队，根据当地田园风
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旅游资源
量身定制，进行整村规划设计，并依
托 1000 多亩原生态的红树林资源，建
起乡村旅游驿站。

邢诒静说，村民和侨胞纷纷为家
乡建设献计献力。村民致富带头人邢
福前兄弟将两间老宅提供给村集体公
司，打造颇具艺术范儿的“星斗居”
民宿，成为集民宿、餐饮、露营、度
假等为一体的农旅休闲“网红打卡点”。

三把“利器”，让侨乡偏远村踏
上富裕之路。

白土村曾是文昌落后村落，早前
村里不通公路，以致有“嫁女不嫁白
土村”之说。此后，白土村靠着“村
务民主协商会”“土地、物力、人力

“以前卖生茶赚辛苦钱，现在村
里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炒茶卖，
挣得也多。”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
毛纳村近来成为明星村，游客纷至沓
来，村民黄予家的茶叶有了新销路。

五指山市地处海南中南部山区，
九山半水半分田，境内的五指山是海
南岛最高峰。曾经阻挡致富的群山，
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实
践中，如今成为一座宝山。

在五指山水满乡，福建人庄大文
承包了 400 亩茶园，“为了做一杯干
净的茶，选择来到五指山”。“五指
山低纬度高海拔，出产华夏第一早春
茶；湿度高昼夜温差大，制成的红茶
鲜爽有回甘”。

五指山一带土地以中酸性喷出岩
土壤为主，雨林植被的落叶使土地较
肥沃，适宜绿色高山茶的生长。目前，
五指山市茶叶种植面积近万亩，茶叶
加工企业 32 家，注册登记的茶业产
品商标达到 27 个，茶叶销售到全国
各地甚至走出国门。

茶叶只是五指山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打造“三片叶”（茶叶、
雪茄烟叶、野菜叶）产业中的一部分。
爽脆鲜嫩树仔菜、清香纤滑鹿舌菜、
酸爽多汁雷公笋……曾经“长在深山
人未识”的五指山野菜叶，已是餐桌
上风味独特的抢手货。

目前，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开展五指山野菜资源调查
和收集、野菜资源圃和种苗圃建设、
野菜资源驯化栽培与标准化生产技术
研发、野菜栽培示范推广等工作。

除了将良好生态转化为种植优
势，当地还以此发展特色旅游业。暑
期临近，五指山到访游客明显增多，
峡谷漂流、雨林探秘等玩法备受游客
青睐。

“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自驾游客
涌来，停车场爆满。”五指山红峡谷
景区副总经理郑丙义介绍，流过景区
的南圣河河道落差百余米，沿途多岩
滩激流，沿岸为原始热带雨林，这些

原生态山水构成了景区的核心吸引
力——漂流。

五指山还依托良好的生态，建设四
季宜居康养乐园。已过鲐背之年的吴一
经和老伴多年前就与五指山结缘。他说，
“五指山的气候更适合我们，现在每
年是半年在北京，半年住五指山。”

“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是我们的
重要客群。”水满乡封茶康养民宿负
责人李宁说，现代人可以装空调、造
温室，但是对于体质敏感的人来说，
五指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无法模
拟，“相信各地疫情好转后，我们这
里客流量将有大幅提升”。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
五指山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
心区。朱宏凌说，将加快建设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丰富雨林发展业态，未
来重点做好“十二个林”（林茶、林
花、林果、林草、林菜、林菌、林药、
林禽、林畜、林蜂、林游、林养）文章，
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实现
宝山硕果累累。� （王晓斌）

海南加快建设南繁硅谷
海南岛南部地区有着优越的光热

条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每到
秋冬时节，中国各地的育种科研人员
将种子带到海南岛进行加代繁殖和选
育，这一工作被称作南繁。中国已育
成的农作物品种中 70% 以上经过了南
繁基地的培育。被誉为中国“杂交水
稻之父”的袁隆平1966年发表论文《水
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杂交水稻研究
大幕，1968 年冬，他带队踏上海南岛，
开始在三亚南红农场进行水稻南繁。
以后的每年中，他都会在三亚工作数
月。直至去世的前几个月，他仍在三
亚的育种基地忙碌。

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介绍，海南
正在抢抓自贸港建设机遇，加快推进
国家南繁硅谷建设。加强种业制度集
成创新，以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为基础，重点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推动南繁科研育种向南繁产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立足海南、服务全
国、面向世界的南繁硅谷。

2022 年 2 月，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生物育种专区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投入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个生物育
种专区。据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副局长

唐浩介绍，海南正在做南繁硅谷建设
规划，建设以三亚为中心，乐东、陵
水为两翼的南繁硅谷，为国家种业创
新提供保障。

三亚是中国种业南繁重镇。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贾志伟，
2019 年从北京来到三亚，就职于重点
研制生物育种关键“芯片”技术的隆
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她表示，
三亚拥有中国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气候
条件，发展前景看好。

作为国家种业产业链“链长企
业”，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总
部迁至该园区并开展实体化运营。　

近年，南繁又拓展到水产渔业领
域。海南是中国海洋大省，近年来着
力推动渔业转型发展。位于文昌市的
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是海南着重
打造的渔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定位
以海洋水产种苗繁育为特色，打造集
水产科研育种、种苗繁育、绿色健康
养殖、科技孵化、数字渔业示范等功
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海南省南海鱼类种苗协会会长蔡
春有说，海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种
鱼培育周期短、产卵早，是中国水产

南繁育种及苗种生产的首选场所，特
别是在海水鱼方面，年产热带海水鱼
苗占据国内市场 90% 以上。海南是中
国名副其实的“水产种业硅谷”。水
产南繁苗种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外，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

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国家。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何琼妹

说，海南正推动建立渔业科研创新研
究中心，将水产种业纳入“南繁硅谷”
建设规划，推进一批国家级及省级水
产原良种场建设。� （琼芬）

三统一”“异地调整入市交易”这三
把“利器”实现蜕变。

2015 年，受益于文昌航天发射场
建设和月亮湾新规划，白土村迎来新
机遇。该村置换整合村内原本零星分
散、无利用价值的 5 宗建设用地共 25
亩，率先在海南省内实现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的异地调整入市交易，获益
15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村民养殖黑山羊、小黄牛、文昌
鸡等家畜，种植西瓜、辣椒等作物，
收入稳定增长。

产业赋能，让侨乡“空壳村”转
型“实业村”。

2021 年，该村采取“企业 + 村集
体”的合作模式，引进企业发展集鸭

蛋加工、粽子加工和电子商务于一体
的特色产业项目。

返乡创业青年莫泽锦与六连村合
作，其开设的食品加工厂今年 2 月投
产运营，如今已推出“六连红”跑海
鸭蛋、“莫小粽”和乐粽子等特色产品，
并通过电子销售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新职业不
断涌现，职业经理人是其中之一。

职业经理人与当地热带特色农业
不断发生“化学反应”，相关作物
逐步形成村级特色产业，地方生态
资源也朝着资产化与产业化健康发
展。
 （ 张茜翼 凌楠 王晓斌）

2022 年 5 月 22 日袁隆平铜像在三亚揭幕。图为民众敬献鲜花。� 骆云飞 摄

侨乡文昌市加美村民居改造而成的星斗居民宿。　� 骆云飞 摄

护林员查看热带雨林特色景

观“空中花园”——附生在大树

上的鸟巢蕨。� 尹海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