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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应该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岸
线、气温、日照、水质、土壤、风力、生
物群落、植被分布，获得资料的最可靠手
段是实地测量。望远镜、放大镜、定位
仪、测距仪，黄晖团队的才俊们不一定都
有汽车驾证，但却个个考过了潜水执照。
选取样地、样方，布下样线、样带。大船
无法在礁丛行驶，便放下小艇到泻湖泛
舟；人迹罕至的沙滩孤悬海角，就自带给
养在岛礁生存。经过两代人的勘探、普
查、修订、增补，南海诸岛已经建立了清
晰的生态区划和物种户籍。

珊瑚礁被称作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和“沙漠绿洲”是实至名归的。在全球
3.6亿平方千米的海底面积中，珊瑚礁只
占0.2%，但却是25%海洋生物的家园。千
姿百态的鱼鳖虾蟹，五光十色的贝螺虫
藻，都在琼林玉树间聚族而居和繁衍生
息。这里旺盛的净初级生产力是海洋的生
命发动机，造就了我们这个行星上最高级
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形成了海洋生命最丰
富的基因库和宏大的博览会。

谁也不再怀疑珊瑚礁和人类命运息息
相关。珊瑚礁支撑着全球渔业的可持续发
展，保护着海岸不受风浪潮汐侵蚀，贮存
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宝藏，蕴藏着珍稀独
有的药用资源；作为观光旅游的圣地，珊
瑚礁又被誉为“潜水天堂”和“海底花
园”。

然而，亿万年间挺过冰河泛滥、陨石
打击、火山爆发、海面起落的珊瑚礁，却
无法承受近百年的人类活动了。全球气候
变化和海水温度升高，成为珊瑚礁毁灭的
主要祸根，白化则是第一瘟神和杀手。

“合则两美，离则两毁”，珊瑚虫和虫
黄藻的共生关系原本是珊瑚礁健康生存的
基础，而骤然变化的环境使这些小生命产
生持久的应激反应。珊瑚虫开始代谢紊
乱、躁动不宁，虫黄藻则变得酶功能失
序、光合作用锐减，最终导致了大好姻缘
破裂，彼此一拍两散。究竟是珊瑚虫“翻
脸”，驱逐了虫黄藻，还是虫黄藻“背
叛”，逃离了珊瑚虫，至今仍然清官难
断。但严重的后果是，珊瑚虫失去了虫黄
藻，从此“六宫粉黛无颜色”。虽然还不
至于立刻死去，但几条触手在夜间徒劳地
捕食，远远无法维持生命需求，如果不能
在短期内与虫黄藻“破镜重圆”，最终将

会沦为“饿殍”。这时候，万紫千红的生
态乐园便只剩下珊瑚虫的累累骨骸，“白
茫茫一片真干净”了。

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登上各国媒体
头条时，珊瑚礁首当其冲经历了全球性大
扫荡。2016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让世界
90%珊瑚礁受到致命损害。对于全球气候
变化，珊瑚礁可谓“水暖先知”的显示仪
和预警器。此外，海洋的酸化、海水的污
染、紫外线辐照的增加、海上工程的骚
扰，都是珊瑚礁白化的肇因。国外有科学
家悲观预言，珊瑚将在50年内从地球消
失，引发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崩溃。如何在
千钧一发间挽救珊瑚礁，要靠人类的智慧
和决心了。

更为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近年来的直
接破坏。对海洋生物的掠夺性捕捞、对珊
瑚礁不择手段的盗采，让许多稀世珍宝遭
受荼毒，让大自然千万年的慢工细活毁于
一旦。我们生为“万物之灵”，究竟灵在
何处？该如何唤醒社会的良知，放弃暴殄
天物，制止野蛮和贪婪？

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三亚珊
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江徐闻珊瑚礁
自然保护区也于 2007 年晋升为国家级。
2012年，三沙海洋生物自然保护区已在建
设中。合理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
区，让珊瑚种群摆脱尘嚣，回归宁静，休
养生息，再图大计。这是对南海生态真诚
的敬畏和礼遇，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
的实验基地。

精心编撰的珊瑚鉴定图谱和识别手
册，既是科研的参照、科普的读物，也是
执行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法规的依据和基
础。野外拍摄，案头考辨，其中的心血和
甘苦一言难尽，它们的价值和意义绝不低
于科学论文。

在今日南海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珊瑚
礁的权重已经非同一般。举世瞩目的造岛
工程，就在规划、设计、施工各阶段划出
了保护珊瑚礁的生态红线。如果说大自然
几千年间的风浪推送和海流搬运，让珊瑚
贝类的残片碎屑聚沙成岛，今天的吹填技
术，只是按动这一自然过程的“快进
键”：用绞吸式挖泥船把泻湖中的珊瑚沙
砾泵送到潮上陆域，让它逐步演化为海上
绿洲，这便是生态岛礁的理念和自然仿真
的思路。 （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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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罗，我国仅有三个野外分布点
□ 科普时报记者 张克

近日，中科院发布消息称，在
我国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发现了一
种番荔枝科暗罗属植物新种，并根
据发现新物种的地点和物种的属
性，将这一新物种命名为盈江暗罗
（Polyalthia yingjiangensis）。为什么
德宏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记者电话采访了德宏铜壁关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局长杨正华，
他向记者介绍了盈江暗罗的有关信
息。

据杨正华介绍，盈江暗罗目前
仅发现分布于云南盈江县拉邦坝、
洪崩河和铜壁关地区海拔350至900
米的热带雨林中。暗罗属植物在世
界上约 120 种，我国目前发现约 17
种，现在发现了盈江暗罗为暗罗属
家族新添一个新成员，为18种。

盈江暗罗自1980年第一次被采
集到2017年被正式发表，经历了37
年之久。这个物种跟我国目前产的
其他暗罗属植物完全不一样。它的
花梗大概有 5 厘米左右，而我国其
他暗罗属的植物的花梗只有 1-2 厘
米长，所以能和其他物种很容易区
别。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等
级评估标准，盈江暗罗被评估为濒
危种。目前盈江暗罗仅有 4 份标本
馆藏记录和 3 个野外分布点，个体
数量十分稀少。新种的发现不仅丰
富了盈江的植物区系，同时对研究
植物区系地理和资源保护具有重大
意义。

杨正华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德宏
在区位上的优势。他介绍说：德宏

植物地理上位于泛北极植物区与古
热带植物区以及东喜马拉雅植物区
与滇缅泰植物区的结合部位，本区
属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后抬升
形成的高原的边缘地区，在植物地
理上是泛北极植物区与古热带植物
区，以及东喜马拉雅植物区与滇缅
泰植物区的结合部。

在动物地理上处于古北界与印
度——马来亚界的过渡带，本区域
没有受到第四纪冰期的影响，使该
地区成为许多古老生物类群的避难
所或保存地，蕴藏了大量的古老物
种资源和珍稀特有物种，是该纬度
带上不可多得的物种基因库。

保护区分布有从热带雨林、山
地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暖
温带亚高山灌丛草甸的完整的山地

植被垂直带谱景观。形成了跨越从
热带到温带众多的生境类型，可划
分为 8 个植被类型，18 个植被亚
型，47个群系，61个群落，是我国
森林资源宝库的黄金十字带。

铜壁关保护区物种丰富度在全
国都罕见，早在1992年就被原国家
林业部、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国
40处A级保护区之一。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铜
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不断开展物
种调查和普查，将不断有新的物种
发现，原本处于待开发的神秘德宏
开始门户大开了。在加快发展的西
南边陲，如何保存丰富物种多样性
的区域，如何加强保护区的建设，
严格保护好处于濒临灭绝的物种是
当下给予解决的问题。

研究团队在南海进行水下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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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经过 4 个小时的飞
行，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格陵兰。

走出机舱，发现5月的北极，春天已经来
临，天气已经很暖和，只穿一件衬衫外加一
件夹克就可以，丝毫没有北极的凉意。

下了飞机，直接进入候机楼，然后乘车
前去吃午餐。乘坐的车是专为北极地区特质
的观光车，它的底盘很高，车轮有 1 米 5 左
右，这样可以防止车陷入积雪和沼泽中，用
梯子上车后，司机和导游会在外面把门关
上，梯子也收起来，这是防止北极熊爬上车
袭击乘客。车两面全是玻璃，方便乘客观察
野生动物和拍照。司机和导游坐在前面的驾
驶室，一个人开车，一个人为乘客介绍路两
边的风光，如果路边有野生动物，会停车让
大家照相，如果没有危险，还会打开车门让
乘客下车拍照。

原计划是午餐过后就去码头，乘冲锋艇
上船，但是，由于附近冰川下来的浮冰组成
了难以穿越的浮冰带，船无法进入峡湾，冲
锋艇更无法靠近船，所以只能靠直升机一趟
趟的运送到一处荒废的因纽特渔村，然后再
乘冲锋艇登船。所以，下午就有了很长的时

间在当地闲逛了。
但是，这里可以逛得地方不多，在机场

外就是邮局和几家商店，但是下午3点以后全
部下班了，附近还有一家超市，也只工作到
下午7点，之后就是住宅，也不见有几个人。

Kangerlussuaq是格陵兰因纽特语，意思是
大峡湾，因附近有一个同名的峡湾而得名。
这里不是格陵兰的首府，但是只有这里可以
起降大型飞机，所以进出格陵兰的飞机都要
飞到这里，是进出整个格陵兰岛的门户。

Kangerlussuaq1941 年 10 月 20 日成为美国
空 军 基 地 ， 代 号 BW-8 。 1950 年 10 月 9
日-1951年7月20日归还给丹麦政府，1951年
根据 《格陵兰基地条约》 重新由美国控制。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里成为跨越格
陵兰的4个预警雷达站之一而变得重要起来。
50年代中期，北欧航空公司（SAS）开辟了经
过北极的北欧至美国新航线，将这里变成一
个加油站，在 60 年代飞机航线变得更广阔，
70年代，英国至加拿大的波音707客机也在这
里加油，该基地成为了以格陵兰岛为目的地
的空中交通枢纽，几乎所有定期往返哥本哈
根的航班都要经停这里。

同时，Kangerlussuaq也成为了季节性的科
学活动中心，自 1971 年以来，一直到 1987
年，丹麦、美国、德国、英国等都要在这里
发射探空火箭，进行高空大气物理研究。

目前在机场附近仍然驻有一只小型的美
国国民警卫队空军，所以，机场跑道上也还
有美国飞机起降的身影。2004 年 8 月 4 日时
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来到格陵兰，在该岛
南部伊奎利库(Igaliku)的一个小村庄同丹麦外
交大臣、格陵兰外交事务执行官摩尔勒和默
特兹费尔德等签署美军基地现代化一揽子协
议。

实际上，美国一直是把整个格陵兰岛，
甚至整个北美洲和北大西洋地区都视作他的
军事基地，所以，他的做法是撤而不离，一
旦有军事需要，一定会快速重返这里的。

北京地区处于燕山与华北平原交汇地
带 。 地 势 由 西 北 向 东 南 倾 斜 ， 市 域 面 积
16800k㎡，其中北部西部山地 10400k㎡，东
南平原6400k㎡，南接华北平原。海拔最高峰
分别是：西部灵山2303米、东部雾灵山2116
米、北部云雾山2047米。

华北及北京地区在40多亿年地球发展演
化中，经历了四次大的海陆变迁，到中生代
的燕山运动后，进入新生代 （6500 万年开
始），逐步形成了华北平原，其北部为北京
平原，北京平原西靠太行山余脉西山、北依
燕山，向东南渤海倾斜，地质地貌学者将其
通称为北京湾。 北京湾内自西向东分布有
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还有西侧、东侧
与河北省共享的拒马河、泃河，总计五条
河。

其中永定河最长，源头有二，一为发源
于山西省宁武县的桑干河，另一为发源于内
蒙古兴和县的洋河，两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朱
官屯汇流后称为永定河，下游经天津海河入
渤海，永定河总长 747 千米，流域总面积达
47066k㎡，北京市内流经门头沟、石景山、
丰台、房山、大兴五个区。

中部的温榆河发源于北京市昌平区军都
山麓，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3条支
流汇合而成。全长 47.5 千米，其间又有蔺沟
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汇入。流
域面积4423k㎡。东部的潮白河上游有两支︰
潮河源于河北省丰宁县，南流经古北口入密
云水库；白河源出河北省沽源县，沿途纳黑
河、汤河等，东南流入密云水库，出库后，
两河在密云县河槽村汇合始称潮白河，全长
458千米，流域面积19500k㎡。 这五条河都

发源于太行山、燕山，山中岩石经过数千万
年风化、冲涮、沉积，形成一系列的冲积、
洪积扇和松散的冲洪积平原，相互交错联合
构成了北京湾中的小平原，地面海拔高度
20-60m之间，总体向东南倾斜。

北京湾内小平原由厚度0-700米不等的松
散沉积沙石泥土组成，其大部分地区覆盖厚
度在450米以内。

北京湾小平原区沉积层的底部基岩还存
在纵横交叉的活动断裂带，在选择重大项目
地址时必须认真考虑其影响。 北京湾背山面
海向阳这样优良的地学环境，早被我们的祖

先认知并选择为较佳的生存地，古人选择作
为建城、设都的最佳区域。

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房山周口店就聚集
了北京人，形成部落，到公元前11世纪西周
初期燕国都城，东周燕国以蓟城为都，即现
在的广安门白云观一带，后来秦代属广阳
郡，唐代称幽州，辽代升为陪都称南京，金
正式定都称中都，元向东北广大建新城称大
都，明在元大都基础上新建宫殿城池，开始
称北京，清继承京城范围变化不大，并在海
淀大量建设皇家园林。足以证明古人一直把
北京湾列为风水宝地，3000年未变。

我们的飞机要在岛西部的最大机场我们的飞机要在岛西部的最大机场KangerlussuaqKangerlussuaq降落降落，，我看到机翼下的冰川上的冰都我看到机翼下的冰川上的冰都
融化了融化了，，漂浮在整个海湾里漂浮在整个海湾里，，形成了大面积的浮冰带形成了大面积的浮冰带。。而海湾附近的山上已经没有积雪而海湾附近的山上已经没有积雪，，
岩石和土地都裸露着岩石和土地都裸露着，，呈黑色呈黑色。。

进 出 格 陵 兰 的 门 户
□ 金 雷

北 京 湾 中 的 北 京 城
□ 李同德

格陵兰航空的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