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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普陀山植被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其景观美学价值进行全面梳理和挖掘。包括普陀山植被的结构和外貌美

学特征; 普陀山特色植物的景观美学价值; 普陀山独特的寺庙古树风景林、沙滩风景林、海滨风景林、地带性风景林、垂直性

风景林的景观美学价值。研究结果可为普陀山的植被保护、景观建设、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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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Putuo Island vegetation，we combing and excavating the landscap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vegetation completely. These including structure and physiognomy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utuo Island vegetation，

landscape aesthetic value of distinctive plants in Putuo Island，special ornamental forests of old trees in temple，beaches，coastal，zon-
al，and vertical in Putuo Island.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of vegetation protection，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devel-
opment of Putuo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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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尤其以景观林或风景林最为典型。风景林是以满足人类生态需求、视觉美

感、美化环境为目的，以植被景观营造为主要措施，以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为基本原则的自然林或近自然

林［1］，其重视植物造景和植物多样性，致力于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和审美层次。同时，风景林在四季因颜

色变幻而外貌迥异，形成不同的景观。此外，风景林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森林的旅游效益，为景区旅游提

供渲染力和生命力［2］。
植被是旅游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动态美与静态美。自然界中的植物，蕴藏着丰富的

色彩美、形态美、季节美和意境美，给人以感官上的享受、智慧上的启迪、道德上的熏染和情感上的陶

冶［3］。植被的景观美学功能与价值主要体现在植物的形、色、香、韵等方面，并与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观相

协调，与历史文化相融洽，与蓝天、碧海、金沙、奇石等自然景物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独特、丰富多彩，以自然

景观和自然景物为基础的综合体［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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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陀山植被的类型及其景观特色

1. 1 植被调查

普陀山植被属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的浙闽山丘甜槠、木荷林区( IVAiia － 2) 中天台、
括苍山山地丘陵、岛屿植被片( IVAiia － 2U) ，以佛顶山为中心，向外成环状分布: 山顶是以台湾蚊母树( Di-
stylium gracile) 古树群落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山坡为灌木草本植物，局部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 沙滩、沙
丘分布为兼盐性、砂性的植物群落; 滨海岩壁有滨柃( Eurya emarginata) 、海桐( Symplocos sumuntia) 、檵木

( Loropetalum chinense) 、柘木( Cudrania tricuspidata) 等。
2014 年 11 月—2017 年 9 月，采用典型样地法和统计样方法( 主观固定面积法) 对普陀山岛植被进行

详细调查。首先，用典型样地法调查了 92 个样地，只记录样地的群落名称、物种组成、多优度 － 聚集度、盖
度、平均高度等; 在此基础上对典型森林和灌丛群落采用固定样地法调查，森林样地面积 20 m × 20 m，灌

丛样地面积 10 m ×10 m，对样方内所有胸径 ＞ 1 cm 的植株，挂牌并记录物种名称、胸径、基径、冠幅、枝下

高、叶下高等，共计调查 31 个样地。调查样地包括整个普陀山的植被类型、不同季节植被的景观特色、不
同植物的景观特色以及特色景观风景林。
1. 2 植被类型及其物种组成

普陀山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海岛型的典型代表，拥有地带性顶极植物群落，如台湾蚊母树、红山茶

( Camellia longicaudata)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红楠( Machilus thunbergii) 群落等。主要的植被

类型是以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a) 、石栎( Lithocarpus glaber) 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其分布最广，集中在佛

顶山四周区域。此外，有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普陀山主要植被类型的优势种

及其重要值见表 1。
表 1 普陀山主要植被类型的优势种及其重要值

常绿阔叶林

树种 重要值 /%
落叶阔叶林

树种 重要值 /%
阔叶混交林

树种 重要值 /%
针阔混交林

树种 重要值 /%
针叶林

树种 重要值 /%
青冈 29. 59 枫香 32. 54 香樟 37. 54 檵木 41. 23 罗汉松 40. 04
台 湾 蚊 母
树

20. 53 麻栎 27. 55 枫香 7. 71 柃木 24. 09 香樟 16. 49
石栎 7. 19 香樟 11. 02 柃木 6. 53 黑松 5. 39 珊瑚树 8. 74
朴树 6. 01 四川山矾 3. 77 女贞 5. 21 白栎 4. 59 枫香 7. 62
檵木 5. 22 山合欢 3. 56 山合欢 4. 78 四川山矾 3. 98 麻栎 7. 60
红山茶 3. 40 胡颓子 2. 61 普陀杜鹃 3. 67 山合欢 3. 79 青冈 4. 89
天仙果 3. 06 化香 2. 18 化香 3. 21 栀子 2. 66 大青 1. 91
柃木 2. 61 青冈 2. 02 白栎 3. 08 朴树 2. 65 柃木 1. 68

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组成物种有青冈、石栎、柃木( Eurya japonica) 、檵木、红山茶等;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四川山矾( Symplocos setchuensis) 、山
合欢( Albizia kalkora) 、胡颓子( Elaeagnus pungens) 、化香( Platycarya strobilacea) 等是落叶阔叶林的优势物

种。阔叶混交林中，香樟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柃木、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山合欢、化香、白栎( Quer-
cus fabri) 等。檵木和柃木是针阔混交林的优势物种，共占 65%，其次是黑松( Pinus thunbergii) 、白栎、四川

山矾、山合欢、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朴树( Celtis sinensis) 。总体上，普陀山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种类

丰富、景观效果较好。
1. 3 普陀山植被的结构美学特征

植被的结构美学特征指植物群落的层次美，不同层次所展现的外貌特征。普陀山除顶极植被外，目前

主要植被类型是以青冈、石栎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其它类型的植被分布面积较小，但同样具有迥异的结构

和外貌，各具观赏价值。
植被的高度和郁闭度是决定植物景观美学价值的主要因素。乔木层平均高度体现了景观整体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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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美感性。由图 1 可知，普陀山植被类型中，落叶阔叶林的乔木层平均高度最大，针阔混交林最小; 针阔

混交林的灌木层平均高度最大，针叶林最小。综合表明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的层次更清晰，结构更合理，景

观层次感更强。
群落郁闭度体现了群落整体景观的完整性和美感度。由图 2 可知，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是郁闭

度最大和最小的植被型。因此，常绿阔叶林具有完整的景观外貌，而针阔混交林由于乔木层阔叶物种较

少，郁闭度较小，景观稍显单调。灌木层的郁闭度主要体现了植物景观的空间美学价值。灌木层平均郁闭

度最高的是针阔混交林，其物种多样，结构紧密，景观效果较好。针叶林灌木层植物稀少，郁闭度较低。整

体上，普陀山植被结构较好、外貌完整、景观效果较好。

图 1 不同植被类型的平均高度 图 2 不同植被类型的平均郁闭度

1. 4 普陀山植被的外貌美学特征

植被的外貌美学特征指植被整体所表现出的色彩、性状等美学特征［8］。普陀山植被景观由不同的植

被类型组成，不同的植被类型具有迥异的景观美学特征。由表 2 可知，针阔混交林，乔木层为四季常绿的

针叶树种，外貌整齐。亚乔木层或灌木层以常绿植物为主，夹杂部分落叶植物，四季均能观花、观叶、观果、
观形。阔叶混交林中，春季大部分新叶萌发，伴随部分植物的花香，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夏季一片绿意;

秋季部分植物叶片变黄、变红，结有不同颜色的果实，景观效果较好; 冬季常绿和落叶植物相衬，落叶植物

的萧瑟加上常绿植物的暖意，别是一番景象。常绿阔叶林四季常绿，春季有小片红、黄、白花点缀，秋季红

色叶片镶嵌、果实串串，酷似一幅秀丽的山水画。落叶阔叶林在初春新叶萌发，点点泛黄，或春花怒放，一

派生机; 夏天绿树成荫，秋季黄叶、红叶、硕果镶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冬季时分，叶片褪去，尽显枝干优

美，有一种萧瑟、古朴之美。针叶林四季常绿，景观差异不大，以其枝干挺拔、形态优美而极具观赏价值。
表 2 普陀山不同类型植被的四季景观特色

季节 针阔混交林 阔叶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针叶林

春季 外貌整齐，绿意浓浓。 春季新芽萌发，绿意
盎然。

嫩芽、新叶、花朵点
缀，淡 绿 中 伴 有 芳
香。

新叶 萌 发，点 点 泛
黄，伴随花之芳 香，
景观独特。

枝叶新绿，伴有新芽
长出，有朝气。

夏季 针叶、阔叶树种均呈
缤纷绿意。

一片绿意，景色优美。 郁郁葱葱，似绿洲。 绿树成荫，一片葱绿。 叶片碧绿，景致秀丽。

秋季 落叶缤纷，伴随着松
之伟岸，别是一番景
象。

层林尽染，红绿相间，
美不胜收。

红色叶片、各色效果，
镶嵌于绿带中，似一
幅锦绣山水画。

黄叶、红叶、不同 颜
色果实相间，色、味、
形俱全。

叶片墨绿，富有生机。

冬季 黑绿的针叶树种搭
配灰白的落叶树种，
尽显古韵景色。

落叶植物的萧瑟与
常绿植物的暖意相
衬，别是一番景象。

颜色墨绿，有厚重之
感。

叶片凋零，尽显枝干
挺拔，有一种萧 瑟、
古朴之美。

枝干挺拔，形态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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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陀山特色植物及其景观美学价值

普陀山植物种类丰富、类别齐全、特色明显，美学价值体现在观叶、观花、观果、观形等。由表 3 可知，

观叶植物指叶形奇特或叶色美丽，以赏叶为主的植物，主要有红楠( Machilus thunbergii) 、香樟、石栎、台湾

蚊母树、天仙果( Ficus erecta) 、化香、四川山矾等。观果植物指观果形、赏果色为主的植物，尤以奇、特、巨、
丰取胜，有的色彩斑斓，有的形态优美。普陀山观果季节主要集中在秋季，夏冬季次之，颜色以红色占优，

其次为黄、黑、褐等。如春季的胡颓子( Elaeagnus pungens) ，夏季的红楠、杨梅( Myrica rubra) 、胡颓子等，秋

季的全缘冬青( Ilex integra) 、算盘子( Glochidion puberum) 、野鸦椿( Euscaphis japonica) 、舟山新木姜子( Ne-
olitsea sericea) 等，冬季的铁冬青( Ilexrotunda thunb) 等都是优良观果植物。观花植物指观花色、赏花形为主

的植物，此类植物花色鲜艳，多姿多彩，有的花朵或花序硕大，有的芳香怡人。普陀山四季有花，有山茶

( Camellia japonica) 、白栎( Quercus fabri) 、瑞香( Daphne odora) 等，大部分集中在夏季，春夏之交为开花集

中期，而冬季可供观花的种类则较少。此外，花色丰富，以白色、紫色、黄色和红色为主。观形植物主要指

观赏植物株形姿态为主的植物，如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刺柏( Juniperus formosana)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米槠( Castanopsis carlesii) 、石栎、朴树、香樟、紫楠( Phoebe sheareri) 、黄檀( Dalbergia hupeana)

等。普陀山的观叶、观花、观果、观形及佛教四季布景植物极具美学价值。
表 3 普陀山植物景观美学价值

季节 树种 拉丁名 科名 观赏及景观价值

春季 观叶 红楠 ( Machilus thunbergii) 樟科 春梢鲜红，结构致密，枝叶具有光泽和香气，四季
叶、花、果纷呈，树姿优美。

香樟 (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 冠大荫浓，树姿雄伟，叶片嫩绿，香气宜人。春天
时漫山嫩黄娇绿。

石栎 ( Lithocarpus glaber) 壳斗科 枝叶茂密，枝杆笔直光滑，叶片有光泽。
台湾蚊母树 ( Distylium gracile) 金缕梅科 常绿小乔木，嫩枝纤细，叶广椭圆形，蒴果卵圆形。
天仙果 ( Ficus erecta) 桑科 叶片倒卵状披针形，基部楔形，全缘有锯齿。
化香 ( Platycarya strobilacea) 胡桃科 落叶小乔木，羽状复叶，表面暗绿色，背面黄绿色。
朴树 ( Celtis sinensis) 榆科 冠大荫浓，抗风强，叶片优美，冬日虬干盘枝。

柃木 ( Eurya japonica) 山茶科 常绿小乔木，叶片淡绿色，有光泽。嫩枝黄绿色，
果实圆球形。

四川山矾 ( Symplocos setchuensis) 山矾科 常绿小乔木，嫩枝有棱，黄绿色，叶片长椭圆形。

观花 山茶 ( Camellia japonica) 山茶科 常绿灌木，小枝黄褐色，花色有白、红、淡红、白加
粉，艳丽动人。

檵木 ( Loropetalum chinense) 金缕梅科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花繁密而显著。

瑞香 ( Daphne odora) 瑞香科 常绿灌木，小枝紫红色或紫褐色，花白色，浓烈清
香。

白栎 ( Quercus fabri) 壳斗科 落叶乔木，花黄绿色，坚果长椭圆形。
满山红 ( Ｒhododendron simsii) 杜鹃花科 灌木或小乔木，花朵艳丽，花色多样。

夏季 观花 山合欢 ( Albizia kalkora) 豆科 5—7 月开花，花丝黄白色或淡粉红色。

栀子 ( Gardenia jasminoides) 茜草科 常绿灌木，花白色，香浓常绿灌木，花期 5—7 月，
白色芳香。

山矾 ( Symplocos sumuntia) 山矾科 小乔木，核果卵状坛形，枝叶茂密，花冠白色，早春
白花芳香。

夹竹桃 ( Nerium oleander) 夹竹桃科 常绿灌木、白花、红花相间，花朵像桃。
秋季 观叶 枫香 (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 落叶乔木，树皮灰褐色，深秋红叶艳艳、灿若披锦。

乌桕 (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 乔木，树冠整齐、叶形秀丽，秋叶如火如荼，十分美
观。

野漆树 ( Ｒhus sylvestris) 漆树科 落叶乔木或小乔木，秋季夜色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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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季节 树种 拉丁名 科名 观赏及景观价值

银杏 ( Ginkgo biloba) 银杏科 树形伟岸优美，叶形如扇，微风吹拂、枝摇扇舞，深
秋季节、满树金果，秋叶金黄。

黄连木 ( Pistacia chinensis) 漆树科 春季红褐，夏季黄绿，秋季橙黄，冬季萧条，四季交
替。

野桐 ( Mallotus japonicus) 大戟科 小乔木，树皮光滑，嫩叶红色。

鸡爪槭 ( Acer palmatum) 槭树科 落叶小乔木，树皮深灰色，秋叶鲜红，与绿叶相衬，
色彩明艳。

红枫 ( Acerpalmatum ' Atropurpu-
reum')

槭树科 叶形优美，红色鲜艳持久，枝序整齐，层次分明，错
落有致。

麻栎 ( Quercus acutissima) 壳斗科 叶有光泽，适应性强，抗风性强。

观果 舟山新木姜
子

( Nelitsea sericea) 樟科 常绿乔木，树姿美观，春季嫩梢、嫩叶被有金黄色
绒毛，在阳光下风吹叶动，闪闪发光，冬季红果满
枝。

铁冬青 ( Ilexrotunda Thunb. ) 冬青科 常绿乔木，树皮灰色，树干挺直，枝繁叶茂、四季常
青，果熟时红若丹珠。

青冈 ( Cyclobalanopsis glauca) 壳斗科 常绿乔木，枝叶茂密，树姿优美，果实壳斗碗形。

黄山栾树 ( Koelreuteria bipinnata) 无患子科 乔木，皮孔圆形至椭圆形，春季嫩叶红色，夏季满
树金黄色，秋季果似灯笼。

海桐 ( Symplocos sumuntia) 山矾科 常绿小乔木，嫩枝褐色，呈倒披针状椭圆形，形状
优美，果核卵状坛形。

南天竹 ( Nandina domestica) 小檗科 常绿灌木，枝干挺拔如竹，羽叶开展而秀美，夏季
花白，冬季转为红色，浆果球形，熟时鲜红。

女贞 ( 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 抗多种有害气体，树形饱满，枝叶茂密，夏季白花
满枝。核果长圆形，蓝黑色。

柘木 ( Cudrania tricuspidata) 桑科 落叶灌木，枝干光滑，瘦果，果期 9—10 月。

胡颓子 ( Elaeagnus pungens) 胡颓子科 常绿灌木，叶片椭圆形，花白色，果实椭圆形，红果
下垂，艳丽动人。

珊瑚树 ( Viburnum odoratissinum) 忍冬科 常绿灌木，树皮灰色，叶片淡绿，果实橙红。

观花 茶梅 ( Camellia sasanqua) 山茶科 小乔木，树冠球形或扁圆形，树皮灰白色，花白色
或红色，姿态丰满，树形优美。

红山茶 ( Camellia longicaudata) 山茶科 常绿小乔木，树皮棕色，花冠钟状，深红色。花朵
如钟红光照耀，树形美观，叶翠绿，花艳美。

冬季 观形 普陀樟 ( Cinnamomam japonicum) 樟科 团团浓绿笼罩适应性广，抗风力强，树形优美，有
香气，绿叶浓郁。

全缘冬青 ( Ilex integra Thunb. ) 冬青科 树冠优美，抗风力强，耐干旱瘠薄。
马尾松 ( Pinus massoniana) 松科 常绿乔木，枝干笔直，姿态优美。

佛教
植物

黑松 ( Pinus thunbergii) 松科 常绿乔木、树姿奇特，叶色深绿，抗海潮风。

柳杉 ( Cryptomeria fortunei) 杉科 常绿乔木，树姿优美，绿叶婆娑。
侧柏 ( Platycladus orientalis) 柏科 常绿乔木，形态优美，耐修剪。

龙柏 ( Sabina chinensis) 柏科 常绿乔木，枝条扭转上升，犹如游龙，叶色深绿，抗
性强。

罗汉松 (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罗汉松科 常绿乔木，树形奇特优美，果形如罗汉。
樟树 (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 常绿乔木，冠大荫浓，树姿雄伟。

舟山新木姜
子

( Nelitsea sericea) 樟科 常绿乔木，树姿美观，春叶见光耀眼，冬季红果满
枝，嫩叶闪金光。

白檀 ( Symplocos paniculata) 山矾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春花白色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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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陀山特色风景林的景观美学价值

普陀山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历史文化悠久，蕴育了独具特色的寺庙古树风景林、沙滩风景林、海
滨风景林、地带性风景林、垂直性风景林、近自然风景林。这些风景林各具特色，分布于景点、景区，共同发

挥着普陀山植被的美学功能，服务于普陀山旅游。
3. 1 寺庙古树风景林

古树名木是不可替代的景观资源，是旅游景点的生态宝藏和长期人工和自然选择的风韵独特的观赏

客体，具有独立表现的自然与人文美学特征。普陀山古树名木资源在舟山市位居第一，而寺庙是古树名木

的主要庇佑地，优质的寺庙古树风景林对普陀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业具有重要意义，游客在烧香拜佛的同

时欣赏普陀山奇特的古树景观。
据统计，普陀山的古树主要分布在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善财洞一带，古树的存在为寺庙平添一道

亮丽的风景。当前有普济寺的香樟古树林，法雨寺的香樟、罗汉松、枫香古树林，慧济寺的台湾蚊母树、全
缘冬青古树林。古树名木具有硕大的冠幅、茂密的枝叶、优美的枝干、缤纷的色叶、奇特的果实等，具有极

高的景观价值。此外，古树的沧桑，烘托出寺庙的古老，佛教文化的悠远。
3. 1. 1 普济寺香樟古树林 普济寺一带，上百年的香樟古树有几十株，树姿优美，冠幅硕大，古树参天，郁

郁葱葱，蔚为壮观，为寺庙增添了古朴优雅的氛围。香樟古树春季换叶时嫩叶鲜红，夏季枝叶繁茂，古树空

间伴有鸡爪槭( Acer palmatum) 、枫香、舟山新木姜子等。秋季红叶尽染，层次优质，别具景观特色。冬季常

绿落叶搭配有致，萧瑟之中纵现一派生机。
3. 1. 2 法雨寺枫香古树林 枫香古树林分布于法雨寺、杨枝庵一带，树木高大，长势良好，与寺庙相得益

彰，衬托出古远宁静的氛围。伴生有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朴树等，林分上层有香樟，下层有天仙果、
野桐( Mallotusjaponicus) 、栀子、胡颓子等。春季白花繁盛，夏季绿色浓淡有别，每逢秋季，红叶片片，为佛

国平添不少秋色。冬季常绿与落叶的强烈反差，形成四季景观。
3. 1. 3 法雨寺罗汉松古树林 法雨寺后山有百年以上罗汉松古树 15 株，麻栎 2 株，香樟 4 株，枫香 1 株。
有 3 株罗汉松古树树龄超过 500 a。古树胸径均在 50 cm 以上。罗汉松古树参天，冠径如盖，昂首苍穹，犹

如盘龙，常年翠绿，极具观赏价值。与麻栎、枫香、香樟古树搭配，常绿、落叶相衬，突出季相和视觉观赏特

征。林下伴有香樟、珊瑚树( Viburnum odoratissinum) 、青冈、天仙果等。整体上，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富有

层次感和色彩感。
3. 1. 4 慧济寺台湾蚊母树古树林 佛顶山慧济寺周围保留着一片林相整齐而古老的台湾蚊母树林。面

积约 2. 67 hm2，海拔约 260 m，百年以上古树有 232 株。台湾蚊母树是常绿顶级植物，树冠硕大，叶片坚硬

厚实，树干优美，树皮暗红色，观赏性较好; 林相整齐，结构完整，林内空间较为充足，林下有天仙果、青冈、
红楠等，富有层次感和观赏性。
3. 1. 5 慧济寺铁冬青古树林 铁冬青古树主要分布于佛顶山慧济寺周围，其中百年以上古树 27 株。最

大 1 株位于慧济寺南侧，树龄约 200 a，树高 12 m，胸径 56 cm。铁冬青树干粗大笔直，树冠优美，树皮光

滑、青绿色。远观构型非常优美，姿态雄伟。并且铁冬青抗风力强，耐干旱瘠薄，适应性广。铁冬青古树在

慧济寺明黄色琉璃瓦的烘托下生机勃勃，珠光溢彩，其周围枫香、青冈等相衬，形成色彩缤纷、层次有致的

景观。
3. 2 沙滩风景林

普陀山旅游业发展迅速，沙滩资源不断得到开发和利用。沙滩周边的绿化美化不仅是旅游景点建设

的需要，也是防风固沙的需要，更能折射出海岛独特的海滨风光。沙滩由于其特殊的生境，常年受海水、海
风侵蚀，只能局限于海岛沙质海岸线内侧的潮上带和风成沙地有植物分布，潮间带极少有分布，土壤以涂

砂土和滨海风砂土为主。因此多由耐旱、耐盐、耐贫瘠、耐沙蚀的沙生或耐盐植物组成。常见植物有海桐、
滨柃、单叶蔓荆( Vitex trifolia) 、肾叶打碗花( Calystegia soldanella)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等，由于常年

受海风影响，此类木本植物通常较低矮，叶色浓绿有光泽，树姿优美，常见树冠偏斜、层片清晰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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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千步沙风景林 千步沙景区是普陀山主要的海滨浴场和观海圣地，其地域宽广，岸滩约 1000 m。
沙滩边缘成排种植木麻黄(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整齐排列，犹如一列绿色军队。木麻黄枝条轻柔，随风

飘荡，具有美感。沙滩上主要分布有单叶蔓荆、狗牙根、砂钻苔草( Cyperaceae) 、肾叶打碗花等，枝条纵横有

致，犹如网格之内的零星点缀黄绿色。常绿沙生植物，远看一片绿洲，搭配金色沙滩、蓝色海洋，甚是美若

画卷。
3. 2. 2 百步沙风景林 百步沙位于核心景区普济寺区域，沙滩边缘有木麻黄、海桐、滨柃等，分布整齐，错

落有致，既衬托沙滩美景，又不遮挡远处山景。沙滩处主要分布单叶蔓荆、肾叶打碗花等沙生植物，单叶蔓

荆枝条匍匐状分布，长达几十米，具有固沙防风、涵养水分的功能。其花大叶亮而美观。肾叶打碗花茎细

长而平卧，花冠淡红色，钟状。从海边延伸到岸滩，依次从低矮的茎干植物过渡到灌木，富有层次感和视觉

效果。
3. 2. 3 金沙风景林 金沙风景林乔木层主要以木麻黄为主，成排分布在沙滩的最外侧。枝干优美，一片

翠绿，外貌紧密，树姿优美树干高大，枝若垂柳，躯干笔直，抗风性能强，景观价值较高。靠近内测是滨柃、
海桐、夹竹桃( Nerium indicum) 等耐盐、抗风沙生物种。海的蓝色与植物的绿色搭配，别有一番景致。
3. 3 海滨风景林

普陀山常年受海风、海水侵袭，很多海边山体岩石裸露，土层稀薄，植物稀少，景观效果较差。但很多

耐岩植物经过长期适应恶劣的环境，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景观效果。如: 梵音洞上方岩壁上的仙人掌( O-
puntia stricta) 群落，为光秃秃的岩壁上添了一份春意; 火叉坑滨海岩石上的檵木林等; 龙头山濒海山体上

的滨柃、海桐等; 具有独特的景观效果。此外，还有很多耐岩植物，如红楠、柘木、天仙果、四川山矾等，共同

构成了别致的海滨景观林。
3. 3. 1 滨海山坡风景林 滨海山坡常年受大风影响，土层稀薄，岩石裸露，游人不易到达，但能远观景色。
滨柃、檵木、海桐、柘木、四川山矾、天仙果等耐岩、耐旱、抗风植物构成一个多层次、多种类的滨海风景林。
该林分抗风性能强，且四季均有绿意，既保证了景观的连续性，又保证了景观的优美性。
3. 3. 2 滨海岩壁仙人掌群落 梵音洞上方岩壁上有一小片仙人掌群落，其生长旺盛，形状奇特，伴有大叶

黄杨( Buxus megistophylla) 、芙蓉菊(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海桐、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等，为灰

白岩石增添一抹嫩绿，达到较好的景观效果。
3. 3. 3 滨海滩涂景观林 滨海滩涂土层较厚，受海水涨潮和落潮影响，时而水下，时而水上。如龙头山、
小雪浪等不经常被海水湮没的地方，分布有檵木、海桐、滨柃等常绿灌木，这些矮灌构成了一道网状的景观

风景林。在海水经常湮没的区域，分布有单叶蔓荆、狗牙根、砂钻苔草、肾叶打碗花和茅草等，海水、沙滩、
匍匐植物构成一道由海到陆地的自然景观，为游客在看海戏水的同时，平铺了一片绿色背景。
3. 4 地带性风景林

地带性风景林是指由地带性优势植物构成的具有一定景观效果的风景林。青冈、石栎、红楠、普陀樟、
红山茶、台湾蚊母树、舟山新木姜子、赤皮青冈等是普陀山的地带性植物。各地带性植物构成的群落具有

不同的景观效果，如佛顶山的台湾蚊母树林林相完整，郁郁葱葱; 佛顶山东南坡的青冈 － 石栎林，是普陀山

分布最广的地带性植物。远观全山覆盖，犹如披上绿被，四季景观分异明显，春季有白花点缀，夏季一片葱

绿，秋季红叶衬托，冬季一片墨绿; 善财洞的红山茶林极具观赏价值。因此，普陀山具有优质、天然的地带

性风景林，其具有完整的群落外貌和结构，为普陀山旅游业发挥重要作用。
3. 4. 1 青冈 － 石栎景观林 青冈是普陀山分布最广的地带性植物，也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典型代表。
其枝叶茂密，树姿优美，果实壳斗碗形，观赏价值较高。青冈 － 石栎主要分布在佛顶山的两侧，乔木层有青

冈、石栎、赤皮青冈( Cyclobalanopsis gilva) 等常绿植物。灌木层有赤楠( Syzygium buxifolium) 、红山茶、檵

木、柃木、赛山梅( Styrax confusus) 等物种。林分高度一致，枝叶茂密，四季常绿。青冈 － 石栎景观林的大

面积分布对普陀山景观起重要作用，因此，一定要管护和保护地带性景观林，使其发挥更大的景观价值。
3. 4. 2 青冈 － 马尾松风景林 青冈 － 马尾松风景林主要分布在西天景区的东南坡以及法雨寺后山坡面

上，处于演替的中期阶段。马尾松占据整个林分的第一层，青冈、石栎占据第二层，第三层有檵木、柃木、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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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等。整个风景林层次分明，四季常绿，具有层次美感性。
3. 5 垂直性风景林

普陀山最高峰的佛顶山海拔只有 288 m，但在垂向上，景观格局、植物特色、景观效果差异很大，依次

构成垂直向上的风景林。游客乘索道从山下到佛顶山能够欣赏垂直性的风景林，从而愉悦心情，便于礼

佛。垂直性风景林的主要物种组成有台湾蚊母树、全缘冬青、普陀樟、红楠、青冈、石栎、柃木、檵木、滨柃、
海桐、单叶蔓荆、狗牙根等。
3. 5. 1 山顶台湾蚊母树 － 普陀樟风景林 普陀山山顶植被主要以地带性顶级常绿植被为主，佛顶山顶部

的台湾蚊母树林、慧济寺周围的全缘冬青、红山茶、红楠、普陀樟等。树型优美，冠幅硕大，映衬寺庙周围，

远能观景，近能观花、观叶、观形。分布依山而造，错落有致，既具有景观的整体美，又能突出局部的特色。
如台湾蚊母树的叶形、全缘冬青的枝干、红山茶秋花红艳、红楠秋叶鲜红，都是宝贵的景观资源。
3. 5. 2 山坡青冈 － 石栎风景林 佛顶山中上部主要以青冈 － 石栎布景，远看一片翠绿。该区域土层较

厚、湿度较大、受大风影响较小。主要以常绿物种为主，有青冈、石栎、柃木、檵木、四川山矾、赤皮青冈等，

春季嫩叶黄绿色，一片生机，秋季零星红叶点缀，冬季紫果串串。四季常绿，景观价值突出，富有景观的整

体性。
3. 5. 3 山麓檵木 － 柃木风景林 山麓区域主要分布有耐岩、耐旱、抗风的檵木风景林，檵木为常绿灌木，

分枝密，花期长，花型丰富，花色艳丽。该区域地势相对平坦，海拔较低，土层较厚，但受强风影响较大，檵

木 － 柃木风景林具有很强的抗风性。林内还有朴树、山合欢、野桐、栀子、乌饭树、白栎、赤楠等。落叶植物

也占据一定比例。林分外貌整齐，高度在 3 m 左右。常年紫绿色，别是一番景象。
3. 5. 4 海滨滨柃 － 海桐风景林 濒临海面的崖壁上，土层稀薄，大部分区域岩石裸露，坡度较大，常年受

海风和海水侵袭。滨柃、海桐、檵木等植物构成一个低矮、完整的常绿灌丛群落。林相完整、外貌整齐，结

构密集，常年绿意浓浓，滨柃、海桐叶形全圆，极具美感，与裸露的岩石相衬，形成独特的植被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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