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江源国家公园：物种的天堂，人类的家园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中亚热带低海拔常绿阔
叶林“处女地”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前后， 汹涌的潮

水顺着钱塘江逆流而上，如万马奔腾，格

外壮观， 而远在 500 多公里之外的浙西

深山，钱塘江的源头，依然保持着宁静原

真的模样。

“探路”钱江源，得先找一位引路人，

能熟识古田山 90%以上植物的钱江源

国家公园科研合作部副主任陈声文再合

适不过了。 他在古田山工作近 30 年，早

已爱上这里的一草一木。

走起路来，他的腿脚不太灵便。由于

20 年前的一场车祸，他的右膝粉碎性骨

折， 可没过半个月他便投入森林防火工

作中。 至今，他的右膝不能弯曲，上山需

要借助自制的拐杖———其实不过是一根

树枝 ， 但与众不同的是 ， 枝头有一个

“拐”，如同钩子一般，既可以当把手减轻

右腿压力，又可以做“武器”驱赶虫蛇，还

可以压树枝以利观察。

山路的起点 ， 是一段厚厚的苔藓

路。 植被茂密， 水汽丰富。 对于身边的

物种宝库， 他如数家珍， “这是一片在

国内十分罕见的野含笑林 ， 属于木兰

科， 树龄已超百年。 野含笑花从纯白到

金黄 ， 跟人工含笑相比 ， 香味略淡 ”

“这是香果树、 南紫薇林， 也是钱江源

另外两大珍稀古树群落” ……

再往上走，水声逐步减弱，苔藓变少

了， 地面上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根卧倒的

百年马尾松。 坡度较陡，拐杖起了作用，

勾着，撑着，一步步攀上“监测样地”———

这是陈声文再熟悉不过的区域 。 2005

年，中科院植物所看上了古田山，要在

这里建一块 24 公顷的样地开展课题

研究。 陈声文带着村民一天做 30—40

个 5 米×5 米的样方，样方内胸径大于

1 厘米的树木都要挂牌、定位，确定种

类，以便长期监测。

为什么要在钱江源设置样地？ 答

案在于， 钱江源国家公园有着全球保

存最好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原生常绿阔

叶林。

中科院植物所博士王宁宁告诉记

者：“钱江源突出的生态地位表现在生

态系统的原始性和唯一性上。 ”

在原始性方面，根据已有的资料，

钱江源国家公园大面积、 集中分布的

低海拔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历史上没有

经过重大的人为干扰；群落（水平、垂

直、年龄）结构完整，幼苗、幼树组成与

成树组成一致，其优势种、标志种都是

亚热带常绿最典型、 最有代表性森林

的优势物种和标志种……这些都可以

说明森林的古老性、原始性。

它的唯一性在于， 由于青藏高原

的隆起， 东亚季风使中国东南部成为

北纬 30 度未被荒漠染指的“奇迹”，成

就了低海拔常绿阔叶林“绿洲”；另一

方面，中国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历

史上曾经历过频繁、 大规模的人为干

扰， 低海拔地区的原生性地带性植被

多已消失殆尽。因此，钱江源国家公园

完好保存了大面积、 集中分布的中亚

热带低海拔常绿阔叶原始林， 全球罕

见， 是中国独有的中亚热带典型的具

有纬度地带性的顶级群落。

不仅仅是植物，珍稀动物中，黑麂属

中国东部特有，白颈长尾雉属中国特有，

均是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 钱江

源国家公园的黑麂数量 680—930 头，占

全球种群数量 10%； 白颈长尾雉数量

800—1000 只， 钱江源国家公园是他们

的全球集中分布区，具有全球保护意义。

高等植物 2062 种、 鸟类 237 种、兽

类 58 种、两栖类动物 26 种、爬行类动物

51 种、昆虫 1156 种，这是一个巨大的天

然生物基因库。

“在这里工作很有成就感，我的母亲

时常打电话跟我说，‘在电视上又看见你

了’！ ”陈声文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我

一辈子的工作，是属于我的舞台，就是赶

也赶不走。 ”

老猎手 “狐狸 ”成为跨省
生态巡护员

连接浙江开化和江西婺源的大鳙

岭，山脚下有一个自然村，名为河滩村。

它的神奇之处在于， 村里有两种不同的

门牌———“长虹乡霞川村河滩自然村”和

“江湾镇东头村河滩自然村”，前者属于

浙江开化 ，后者由江西婺源管辖 ，划溪

而治。

同样的乡音，同样的习惯，多个家庭

都是“浙赣配”，两地互敬、互爱、互助，不

分你我。

今年 5 月， 霞川村与东头村在区域

内率先达成共识， 在霞川村设立钱江源

国家公园跨省联合保护站， 配备巡护设

备，共建巡护队伍———霞川村 4 名队员，

东头村 2 名队员。在联合保护站，记者遇

到了被钱江源国家公园聘用的生态巡护

队员江清明。

当地人则更熟悉他的外号———“狐

狸”。 通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他曾赢得

“金牌猎手”的称号。 对于黑熊、小鹿、野

猪、兔子的出没轨迹，他了如指掌。 大量

的野生动物，在他的“魔掌”下，通过小溪

边的那条“血淋淋的不归路”，进入了周

边县城的餐馆， 一年能为他带来五六万

元的收入。

“过去，身为猎手的他每个山头都走

过，知道哪里的树木较为粗壮，哪里应该

布置陷阱。如今，我们将早已放下猎枪和

兽夹的他聘为巡护员。 如何制定巡护路

线，如何布设红外相机，他的意见相当重

要。”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汪

家军说。

这也反映了国家公园建设的一大特

点———共建 ， 社区百姓是其中的重要

力量 。

对钱江源生态系统认识最清晰的或

许就是原住民。 他们在与大自然漫长的

和谐共生中， 已经摸索出一条与自然较

不易起冲突的生存方式， 成为生态保护

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例如，“禁止砍柴”写入《村规民约》，

早就成为区域内一大特色。 苏庄镇唐头

村对“偷盗树木”“无证收购木材”等行为

精细化处罚，并规定“对屡教不改者‘杀

畜分肉’”。 “杀畜分肉”是苏庄延续数百

年的传统，村民约定一年的某个节点，由

集体出钱，杀畜分肉，每户约得一斤。 吃

了这口肉 ，必须保护山林 ，谁一旦违反

规定上山伐木，下次集体买肉的钱便由

其出。

“我们不可能把原住民都搬走。 ”钱

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部负责人叶枫

说，“当务之急是，通过引导，建立正负面

清单， 改变他们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那部

分生产生活方式， 并使之感受到生态保

护带来的福利。 ”

地役权改革破集体林
“困局”

生在长三角， 钱江源国家公园从试

点之初便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长三角经济发达，保护生态有着良

好的财政支撑， 资金有保障； 地方政府

‘先污染后治理’的苦头吃得早，‘保护为

先’的篱笆早已扎牢，较有‘定力’；农民

由于较为富裕，工资性收入占比高，现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在区

域内已寥寥无几。”钱江源国家公园副局

长方明说。

但是，随着试点的推进，一些新的问

题显露出来。

“试点过程遇到的问题之一便是项

目退出资金压力大。 ”方明表示，为推动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开化县在国家公园

范围内开展了水电站、 取水口等项目的

退出工作，初步预算是个不小的数字。

对于钱江源而言， 集体林占比高是

绕不开的话题。 这里的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占比仅 19.3%， 不符合国家公园

“公益性”中“共有”要求，也容易在建设

中引起人地矛盾。

为此， 钱江源国家公园通过首创的

集体林地役权改革， 在不改变土地权属

的前提下， 将集体土地管理权和经营权

统一收归国家公园，并签订协议，限制村

民对林地的破坏性使用。也就是说，村民

在按照合同约定尽到不损害钱江源国家

公园环境义务的情况下， 依旧享有自主

利用土地的权利。 此外， 公园还将原先

40 元/亩/年的公益林补偿金提高至 48.2

元/亩/年，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提供公益

岗位、产业帮扶、特许经营等举措，调动

村民共建国家公园的积极性。

“地役权改革过程中，为了补偿金，

一些‘荒山’‘流转山’可能变身‘常绿阔

叶林’的价值被重新认定，权属有争议的

特别是交界地区，双方扯不清。 ”霞川村

原村主任汪渭贤说。

离开古田山， 通向开化县城的马路

中间， 断断续续地出现几条狭长的隔离

带，此为修路时保护山间百年古树而建。

开化人明白，古树会一直陪伴着他们，注

视着他们如何对待国家公园， 对待自然

和社区的未来。

权威解读 专家访谈

国家林草局公园办：

2025年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地体系

近日 ， 记者就国家公园的定

位、 设立标准以及下一步的计划等

问题采访了国家林草局公园办。

问： 国家公园应当如何定义？

它的设立包含哪些标准？

答： 国家公园是指以保护具有

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

目的， 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

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 是我国

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 自然景观

最独特、 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

样性最富集的部分， 保护范围大，

生态过程完整， 具有全球价值、 国

家象征， 国民认同度高。

国家公园设立标准包括国家代

表性 （生态系统代表性、 生物物种

代表性、 自然景观独特性）、 生态

重要性 （生态系统完整性、 生态系

统原真性、 面积规模适宜性）、 管

理可行性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保

护管理基础、 国民素质教育机会）

三大条件九项认定指标。

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在哪里？

答： 我国目前已建立包括自然

保护区在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超过

11000 处 ， 约占国土面积的 18%，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我国自然保

护地存在重叠设置、 多头管理、 边

界不清、 权责不明、 保护与发展矛

盾突出等问题。 旧的管理体制已经

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要求， 迫切需要改革和突破。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根本目

的， 一是在管理体制上打破按部门

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 、 风景名胜

区、 文化自然遗产、 地质公园、 森

林公园等的 “九龙治水” 局面， 实

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 二是逐步改革

按照资源类型分类设置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做法， 突出 “山水林田湖草” 的

严格保护、 整体保护、 系统保护， 使

交叉重叠的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

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

问 ： 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的

关系 ？

答： 生态保护和原住居民生存发

展之间的矛盾统一是要认真研究和处

理的重大课题。 我国国家公园以社区

协调发展制度为依托， 推动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国家公园划定核心保

护区、 一般控制区时要考虑当地百姓

的生存权利和长远发展利益。 大自然

自身的生长演替是在风、 火、 病、 虫

害等因素的不断干扰下进行的， 我们

要相信大自然恢复其自有生态弹性，

要承认人类也是这个自然生态系统的

组成部分， 才能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

矛盾，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

问： 下一步有何计划？

答： 持续推动顶层设计。 加快国

家公园立法进程， 成立国家公园立法

工作领导小组， 现已形成 《国家公园

法》 （草案建议稿）； 明确国家公园

设立标准和程序要求， 现已编制完成

《国家公园设立标准》 和 《国家公园

空间布局方案》， 正按相关要求开展

报批程序。

加强体制试点指导。 加快推进东

北虎豹、 祁连山、 大熊猫等国家公园

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的审核、 报批，

积极争取政策及资金方面的支持。

到 2020 年， 我们将全面完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 ， 根据试点评

估结果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 。

到 2025 年， 根据国家公园设立标准

对国家公园候选区域进行评估 ， 本

着成熟一个 、 设立一个的原则 ， 对

符合条件的区域优先设立国家公园，

基本形成国家公园总体布局 ， 初步

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

保 护 自 然 要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访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

文汇报： 国家公园与传统的自然保护

区之间有哪些主要区别？

雷光春： 国家公园绝不是以往自然保

护区的概念，不是“新瓶装旧酒”。国家公园

强调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完整性

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

能。与一般的自然保护地相比，国家公园的

自然生态系统更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典型

性，面积更大，生态系统更完整，保护更严

格， 管理层级更高。 自然保护区一般只提

“纯保护”， 不对外开放； 而国家公园提倡

“全民公益”“全民共享”，支持老百姓参与，

学习、了解、体验生态系统的魅力。

文汇报： 国家公园内应该允许原住民

生活吗？

雷光春：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看来，只要不出现比

如滥砍滥伐、 平地盖房等大规模的破坏活

动，国家公园应当允许原住民的存在，支持

社区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建的国家公园，不应该是

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 还应该是一个社会

生态系统，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的融合。如

果只是简单地把人搬出生态保护区域，公

众对自然保护的感知就会很有限。

其次，在很多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

的维系已经离不开人为管理，也就是说，如

果完全脱离了人，生物多样性反而会下降。

在我国， 朱鹮的保护如果离开农田生态系

统，很可能无法持续。 在一些国家，他们会

租用奶牛， 对植被进行干预， 如果不这样

做，完全禁止放牧，那么一些优势物种就会

疯长，破坏生物多样性。

文汇报： 国家公园破解了多头治理的

难题， 但是否可能造成庞大管辖范围内的

人手短缺、精力不足和力不从心？

雷光春：国家公园有不同层级、功能的

保护区域，管理机构毕竟人力、财力有限，

精力应更多地偏重拟规定、定标准。而涉教

育、体验、游憩部分，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

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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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山川、静谧湖泊、无垠大漠、秘密森林……还有穿梭在其
中的大熊猫、东北虎、金丝猴、藏羚羊……提到国家公园，你的脑海
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画面，在传统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里不也能看到吗？ 国家公园和它们又有什
么区别呢？

2013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此后我国相继启动了若干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目前，全国共有
10 处试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
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神农

架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南山国家公园，涉
及青海、黑龙江、四川、海南等 12 个省份，总面积约 22.29 万平
方公里。其中，位于浙江省开化县的钱江源国家公园是长三角唯一
的试点，也是面积最小的试点。 今年以来，这里先是成立钱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又迎来国家林草局组织的试点评估。低调建设三年
后，钱江源国家公园正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跟其它试点相比，钱江源看起来既没有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观，

也没有老百姓一下子就能叫得出名字的生物明星，那么，它的“王
牌”究竟是什么？ 这里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探路”钱江源。

荨钱江源国家

公园是长三角

唯一的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

段刚强摄

黑麂

白鹇

仙八色鸫

钱塘江的水源自莲花塘。 （除署名外， 均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林冠层监测平台由高达 60 米、 半径亦为 60 米的塔吊系统组成。 陈声文 （左） 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

■绿色中国①·走进钱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