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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被自己吵到吗？它们会被热死吗？常州的蝉有几种？

暑期在新北区小黄山脚
下，我市自然教育工作者“胡
蜂”举行了多次活动。在夜观
活动中，就着手电筒的光亮，有
不少小朋友在池塘旁的大柳树
上真实地触碰到了黑蚱蝉和蟪
蛄。

“蝉的生活史很有趣，你们
有没有听说过 17 年蝉呀？”“胡
蜂”提问，几个小朋友纷纷举手
抢答：“当然听说过啦！”事实
上，大部分的蝉通常会在地下
生活 2—5 年。“胡蜂”说，蝉的
一生要经历受精卵、若虫和成
虫 3 个阶段，大多数时间是生
活在地下的。每年夏天，雨后
的傍晚和夜间，是蝉出土最为
集中的时间段。蝉会本能地找
到附近的大树，开始往上爬，离
地面一段距离后会花 1 到 2 小
时蜕皮。从壳里出来后，蝉全
身呈白色、很软，需要用掉后半
夜来吸食树干中的汁液让自己
完全成虫。有个成语就是形容
这 种 情 况 的 ，叫 做“ 金 蝉 脱
壳”。蝉一旦蜕变为成虫，生命
就进入了倒计时，往往只能存
活数周，所以雄蝉会抓紧时间

“一展歌喉”。他建议孩子们：
“身边的自然观察，可以从我们
最常见但有时又最不‘知了’的
事物开始！”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起

去抓蝉呀？”上周日，谢佳宸向
小伙伴发出邀约。怎样才能抓
住一只蝉呢？市民老何对此很
有经验，他说：“小时候，我们会
准备好一根很长的杆子，在顶
端绑上一根食指粗的树条子，
然后用小麦、麸皮等做成有黏
性的面筋，把面筋放在树条子
梢上，就可以去树高处抓知了
了。”想起童年的乐趣，老何兴
致勃勃地计划要跟小外孙女一
起去粘知了。

在大自然的夏日舞台上，
蝉是永远让人忽视不了的角
色 。 但 今 年 常 州 持 续 多 天
40℃以上的高温天气，让蝉也
沉默了。“大约一周前，我在市
里就不怎么听到它们鸣叫了！”
市民小祝说。近期，常州市民
在路边经常会看到有蝉掉落在
地上奄奄一息，难道蝉也会被
热死吗？徐奕认为有这个可
能：“对蝉的生活习性有影响的
非生物因素主要是温度。对大
多数昆虫而言，最适宜的温度
是 25℃至 35℃之间；温度超过
35℃对昆虫来说就已经是高温
了；温度超过 40℃，已经超过
了绝大多数昆虫的生理极限。
对于那些暴露于阳光下的昆虫
来说，绝大多数都会被热死、晒
死，知了被热死，那是完全可能
的。”

蝉属于昆虫纲半翅目，世
界上总共有 3000 多种，中国
约有 100 种。绝大部分的蝉
都会鸣叫，而且会叫的都是雄
蝉。

网名“寒山竹”的我市生
态摄影爱好者于哲，今年已多
次前往溧阳和茅山进行夜间
拍摄。说起最近拍的蝉，他
说：“震旦大马蝉正是发生季，
时不时就能拍到它们在树干
上或树叶上的姿态。”他还说，
晚上在山里还多次碰到抓蝉
蛹的人，估计他们是抓回去炸
了下酒的。

与“寒山竹”常在夜间结
伴同行的“天骄”，从小就喜欢
各种动物，2019 年来常成为
一名司法警察，工作之余开始

采集常州本地的昆虫标本；后
来受“寒山竹”夜摄昆虫的影
响，逐渐爱上了生态摄影。“我
们几乎周周去山里，都是发烧
友。前年起，我一边收集常州
的各种蝉，一边进行野外生态
拍摄。目前我能确定的蝉科
动物有 7 种，包括蒙古寒蝉、
震旦大马蝉、安徽大马蝉、松
寒 蝉、绿 草 蝉、黑 蚱 蝉 和 蟪
蛄。”“天骄”说。

“其中黑蚱蝉、蒙古寒蝉、
蟪蛄这几种相对而言在常州
地区比较常见。”数日前，金坛
区未成年人指导中心的汤晓
梅老师曾在茅山地区进行了
一次夜间灯诱自然观察，这 3
种蝉循着夜晚的灯光纷纷“自
投罗网”。

“在常州，虽然大家都觉
得蝉挺常见，但要说到底有哪
些，还真的不太‘知了’！”市民
杨琳杰带着儿子谢佳宸不久
前在文化广场参加户外植物
主题研学时，迎面飞来一只
蝉，同行的小朋友抓获后引发
围观，她儿子在随后的数天
里，心心念念想要亲手抓一只
蝉。

小朋友抓获的蝉，是一只
雄性的黑蚱蝉。“这是我们这
边体型最大、体色最黑、叫声
极其洪亮的一种蝉。”“寒山
竹”说，“之前有人录了一小段
和平中路旁树上的蝉鸣，我一
听就知道肯定是黑蚱蝉，声音
就是连续的‘chi——’。不要
试图跟它比气音长短，它是一
口气都不带喘的！”

除了黑蚱蝉，常州人的生
活中还能经常看到哪些蝉呢？
在“寒山竹”“天骄”和“一只豆
虫”的认知里：“蒙古寒蝉的叫
声，最贴近人们对知了的想

象，可以直接用‘知了——知
了——’来描述，堪称蝉类的
代言品种；蟪蛄的体色几乎能
和树皮融为一体，而声音较黑
蚱蝉尖细回转，类似于‘zi—
ci—chi—zi’；震旦大马蝉多
出现在山里，个头与黑蚱蝉相
似，但细节不同，与江苏大马
蝉、安徽大马蝉的分布有重
叠，很难分辨；松寒蝉很机警，
只要感觉有人靠近，就会‘关
掉音箱’离开现场⋯⋯”

那不同种类的蝉会被“大
合唱”搞迷糊“相错亲”吗？这
个担心大可不必。常州市城中
公园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奕说：

“不同种类蝉的鸣声各不相
同，这也是物种分类的重要依
据。就拿蟪蛄、蒙古寒蝉、黑蚱
蝉等来说，每种蝉叫声都很有
辨识度。除了叫声不同外，不
同种类的蝉会在不同时段鸣
叫，有的在大中午，有的在晨
昏，有的甚至在夜晚。所以，

‘找错对象’的可能性不大。”

会叫的昆虫并不少，但与
主要靠摩擦翅膀发出叫声的直
翅目昆虫不同，蝉是用腹部发
声。据科普文章记载，雄蝉腹
部第一、二腹节有两个薄片状
鼓盖，鼓盖下面是鼓膜，分别通
过两束鼓肌牵引着。鼓肌每秒
可以收缩300—400次，同时产
生震动引起鼓膜发声，并通过
中空的共鸣室将声音放大。它
们是雄蝉重要的发声器，而雌
蝉腹部没有这样的结构。所
以，要区分蝉的雌雄，有一点很
明显，会叫的都是雄蝉。

“1997 年出版的《中国蝉
科志》中，曾详细描述了蝉的鼓
膜发音器，说是由 16 个部分组
成，比较复杂。”汤晓梅说，“它
们依靠声音来吸引异性，叫得
越大声，就表明自己身体越好，
越容易找对象。雄蝉一起鸣
叫，除了择偶大比拼外，还为防
止鸟类捕食。”她还说，资料显
示，雄蝉也会发出召唤伙伴的

特殊叫声；被抓住时，它们还会
发出惊恐的叫声。

夏天，当你在户外，有时会
听到路旁的大树丛中突然爆发
出一阵“知了”叫声，不一会儿，
蝉的“噪音攻击”就能让你心烦
意乱到想要逃走。研究表明，
近距离听时，某些大型蝉的叫
声可达 120 分贝，相当于距离
喷气式飞机尾部 100 米处人耳
听到的噪音。

“ 蝉 不 会 被 它 自 己 吵 到
吗？”10 岁的常州小自然观察
者徐旻璐很好奇地问。答案
是，当然不会。资料显示，在蝉
第二腹节的两侧，各有一块稍
微凸起的听囊，相当于它们的
耳朵。每当雄蝉鸣叫时，它们
就会让听囊暂停工作，保护自
己不被震伤。而停止鸣叫时，
听囊才会接收外界的声音刺
激。前不久，《博物》有一篇文
章，把蝉这种有意思的行为称
为现实版的“掩耳盗铃”。

生态爱好者观察到我市蝉科动物有 7 种

蝉类“大合唱”也不会“相错亲”

蝉的叫声可达 120 分贝，但它会“掩耳盗铃”

安徽大马蝉 雌性“天骄”摄

黑蚱蝉 资料图

绿草蝉 资料图

震旦大马蝉 雄性“天骄”摄

松寒蝉 雄性 “天骄”摄

■■何嫄何嫄

常州最近的天气分外炎热常州最近的天气分外炎热，，让夏天的标志物之一让夏天的标志物之一———蝉鸣—蝉鸣
几乎销声匿迹。但在此前，清晨许多人尚酣睡未醒，突然窗外
一声“知了”响起，搅碎了多少好梦；午间，酷暑烈日下，道路上
变得人车稀少，无精打采的行道树上蓦地又是一声“知了”；晚
间遛弯的人们，逐渐让常州的夜热闹起来，伴奏的，依然是一声
声“知了”⋯⋯

有人说：“抓住了一只蝉，就抓住了整个夏天。”蝉，俗称知
了，但是，大家真的“知了”常州的知了吗？据“寒山竹”“天骄”

“一只豆虫”、汤晓梅等常州自然观察爱好者的观察，我市蝉科
动物约有 7 种，包括蒙古寒蝉、震旦大马蝉、安徽大马蝉、松寒
蝉、绿草蝉、黑蚱蝉和蟪蛄。

““““知了知了知了知了””””
蝉鸣声声，
生态爱好者教你 它们

蟪蛄 何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