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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哀牢山徐家坝常绿阔叶林的鸟类取食集团
刘 菡，韩联宪*
(西南林学院 保护生物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2006 年 3－4 月，采用无距离估计样线法对云南哀牢山徐家坝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的鸟类群落做了
直接观察，观察到鸟类取食行为 14 345 次只。运用聚类分析，依据鸟类的栖息取食行为格局将 62 种鸟划分为 11
个取食集团： (G1) 地面拾取集团、(G2) 地面扒取集团、(G3) 树冠层飞取/拾取集团、(G4) 树冠层飞取集团、(G5)
树干层探取集团、(G6) 灌层竹秆探取集团、(G7) 树干粗枝搜寻集团、(G8) 树冠层粗枝搜寻集团、(G9) 树冠层
拾取集团、(G10) 灌丛下层叶层/树干/地面拾取集团、(G11) 灌层拾取集团。结果表明，由于各个集团在栖息基层、
取食基层及取食方式上的分离，使各集团分割了该地区的取食空间和食物资源；而集团内部的各个种间主要通过
对取食高度的划分，使得集团内部的取食空间和食物资源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利用，使种间竞争减至最小。其结果
还表明，鸟类取食集团的数量和结构因不同的植被类型而异，顶级群落中包含的鸟类种类更多，各个种间的生态
位分化也更为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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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s Foraging Guilds in Xujiaba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f Ailao Mountain
LIU Han, HAN Lian-Xian*
(Faculty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224)

Abstract：The bird community of the middle-mountain moist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Xujiaba, Ailao
Mountain, were directly observed from March to April in 2006. Throughout the observation, 14 345 times of free foraging
behavior were observed. The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 of line transect without estimations. Partitioning occurs primarily
by structure of forging behavior of birds. Through cluster (Furthest Neighbor) , the 62 birds species were divided into 11
vertical spatial perch guilds；(G1) ground gleaning foraging guild; (G2) ground scratching foraging guild; (G3) canopy
aerial foraging/gleaning foraging guild; (G4) canopy aerial foraging guild; (G5) trunk barking foraging guild; (G6) brush
of bamboo pole barking foraging guild; (G7) trunk bough searching foraging guild; (G8) canopy bough searching
foraging guild; (G9) canopy gleaning foraging guild; (G10) underbrush foliage/trunk/ground gleaning foraging guild; and
(G11) brush gleaning foraging guil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ach guild partitions the fooding space and the food
resource in this area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perch substrate, foraging substrate and foraging methods. In each guild, bird
specie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mainly by foraging height, so that the fooding space and the food resource get further
division in the guild, which minimize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pecies. Finally, all species in the community can reach
dynamic bal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s and structures of the bird foraging guild are different in various
vegetation types. There are more bird species in the climax community, and their ecology-like status are much mo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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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是以相似的方式，利用相同等级环境资源
的种类的一个类群 (Root，1967)。由于取食集团内
成员的取食行为格局十分相似，把群落划分为集团
后，更有利于研究群落内种间的相互作用，也便于
了解群落内资源分割的情况。通过对鸟类的食性、
取食行为格局和生物量等，来划分鸟类的取食集团，
以分析鸟类对资源的分割情况、集团间的相互关系、
种群与环境的关系等 (Holmes et al，1979；Pierce &
Grubb，1981；Rusterholz，1981；Robinson & Holmes，
1984 ； Richard et al,1985 ； Holmes & Recher ，
1986a,1986b；DeGraaf,1991；Latta et al，1998)；同
时通过鸟类取食集团的研究来讨论城市化中的鸟类
群落，如长春市 17 种鸟分为 4 个集团，以分析城市
化对鸟类取食的影响 (Sun et al，1999；Wang et al，
2004)。
鸟类取食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北方及
中部地区，研究地的植被类型均为次生林，且多为
针叶林和人工林，如山地次生林 21 种鸟划分为 5
个集团，木兰围场森林公园、平山狩猎场及森林草
原过渡地带各划分出 6 个集团 (Gao et al，1990；Li
et al，1996；Chen et al，1992，1993；Hou et al，2000，
2001)。在我国东部也曾有对常绿阔叶林鸟类群落取
食集团的研究报道，如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 28
种鸟被划分为 8 个集团(Zhou，1987；Gao & Qian，
1987)。而鸟类集团结构的研究在我国西南地区尚未
见报道。鉴于此，作者调查了云南哀牢山徐家坝中
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的鸟类种类组成，对其取食集
团进行了划分。以期能够认识顶级群落中鸟类的生
态位分化，了解演替阶段晚期的群落结构特点，为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的生境管理提供鸟类基础资
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点及自然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云南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北段徐家
坝（东经 101°01′，北纬 24°31′），海拔 2 450－2 700
m。其气候属西南季风区，干湿季分明 (Liu et al，
1996)。徐家坝地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以树种组成
多样，树木高大挺拔为特点。乔木上层高 15－25 m，
盖 度 90% ， 主 要 由 木 果 石 栎 (Lithocarpus
xylocarpus)、景东石栎 (Lithocarpus jingdongensis)、
腾冲栲 (Castanopsis wattii)等组成；乔木亚层高 5
－15 m，盖度在 50%左右，主要由绿叶楠 (Mach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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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idis)、大花八角 (Illicium macranthum) 等组成，
同时还由一些上层乔木树种的幼树组成。林下灌木
层 高 1 － 3.5 m ， 盖 度 60% － 70% ， 以 箭 竹
(Sinarundinaria nitida) 为表征形成优势。草本层高
度在 0.5 m 以下，盖度 30%，主要以滇西瘤足蕨
(Plagiogyria communis) 为标志。层外植物颇为发
达，粉叶猕猴桃 (Actinidia glaucocallosa)、常绿蔷
薇 (Rosa longicusp )等为常见木质藤本 (Shi et al，
2005)。树干及林冠层附生植物发达，有 69 种之多
(Xu & Liu，2005)。腐殖质层平均厚 4 cm 左右，多
数还以粗腐殖质状态存在 (Liu et al，1995)。
1.2 研究方法
野外工作从 2006 年 3 月 22 日－2006 年 4 月 13
日，预观察 3 天，有效工作日 20 天。
采用无距离估计样线法 (Ma et al，2004)。选取
样线 3 条，每条长约 500 m，设置于徐家坝生态系
统定位工作站附近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选择
晴朗天气，每天 8：30－12：00， 15：00－18：00，
以 1 km/h 的速度沿样线做往返观察。
采用肉眼直接观察和使用 8 ×30 的国产双筒望
远镜观察。每次观察鸟类的取食动作，记录鸟类的
种类以及取食行为格局。
栖息基层划分为：① 树冠层——包括树冠细枝
(直径小于 1.5 cm 的侧枝)及叶层 (植物的叶子、花和
果)；②粗枝——包括树冠粗枝 (直径大于 1.5 cm 的
侧枝)，藤本植物的主干，以及胸径小于 10 cm 的树
木主干；③树干——胸径大于 10 cm 的树木主干；
④灌丛上层——灌木层上面 1/3 部分；⑤灌丛中层
——灌木层中间 1/3 部分；⑥灌丛下层——灌木层
下面 1/3 部分；⑦地面——包括地面凋落物层及枯
倒木。
取食基层划分为：①树干；②粗枝；③细枝；
④叶层；⑤地面；⑥空中。
取食高度划分为：① H1(0.0－5.0 m)；② H2(5.1
－10.0 m)；③ H3(10.1－15.0 m)；④ H4(15.1－20.0
m)；⑤ H5(20.1－25.0 m)。
取食方式划分为：①扒取——用喙或爪，扒取
或撬取地面凋落物层下及枯倒木中的食物，然后啄
食；②拾取——用喙直接从地面或叶层表面啄取静
止或移动缓慢的食物；③搜寻——用喙在树干、粗
枝表面搜寻静止或移动缓慢的食物；④探取——用
喙或爪穿破树干、粗枝表面，探取树干、粗枝表面
下的食物；⑤飞取——在空中追赶捕食移动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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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
1.3 数据处理
将记录到鸟类的 23 项取食行为频次数据转换
为百分比数据矩阵 (其中栖息基层、取食基层、取
食高度、取食方式各为 100%，共 400%)，将百分比
矩阵输入 SPSS11.0 for Windows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聚类分析。聚类指标为欧式距离，采用最远距离法。
将计算结果用于划分集团和考察群落内鸟类种群之
间的生态关系 (Zhou，1987；Sun et al，1999)。

2

563

刘 菡等：云南哀牢山徐家坝常绿阔叶林的鸟类取食集团

结 果

2.1 鸟类种类及取食行为次数
因猛禽种类难以辨认，且获得的取食行为观察
资料非常少，为分析方便起见，本文不考虑猛禽。
由于野外柳莺类、树莺类外形相似，难以清晰辨认，
本文记录为一个种。短嘴山椒鸟和长尾山椒鸟也记
录为一个种。共记录到鸟类 66 种，分属 3 目 14 科。
同时剔除取食行为观察少于 10 次者，如红头噪鹛
(Garrulax erythrocephalus)、灰头斑翅鹛 (Actinodura
souliei)、褐灰雀 (Pyrrhula nipalensis)、灰蓝[姬]鹟
(Ficedula tricolor)等。故本文用于分析讨论的鸟类共
62 种，分属 3 目 13 科 (附表 1)。记录到鸟类取食
行为 14 366 次只，
用于统计分析的取食行为为 14345

次只。
2.2 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做树状图 (图 1)。从各节
点的欧式距离坐标可以看出其聚合水平。聚合水平
越低的种类，它们的取食行为格局越相似，生态位
重叠也越大，从而有可能是竞争种。
根据 Holmes et al (1979) 把所有种类之间欧式
距离的平均数 (đ) 作为最后划分集团的标准，按本
文鸟类群落在 đ =12.25 的水平上，可划分为 6 大集
团；将划分线再向左移动 5 个欧式距离单位，使 d
=7.25，整个群落又可划分为 11 个集团（集团用 G
表示）(表 1)。
根据每个集团的主要栖息基层、取食基层和取
食方式，相对应的可将 11 个集团分别进行以下命
名。
(G1) 地面拾取集团。
(G2) 地面扒取集团——白鹇、环颈山鹧鸪用喙
和爪翻动凋落物层寻找藏在下面的食物；褐胁雀鹛
用喙搬动地面枯叶寻找食物；棕颈钩嘴鹛用喙扒开
地面凋落物，或是用喙撬取地面枯倒木树皮寻找食
物。
(G3) 树冠层飞取/拾取集团。
(G4) 树冠层飞取集团——方尾鹟、黄腹扇尾

表 1 两种欧式距离下的鸟类集团
Tab. 1 Bird guilds by two Euclidean distance
欧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đ =12.25
集团

主要取食行为格局 Foraging behavior

鸟种 Species

集团
Guild

Guild
G1′

欧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d =7.25

主要在地面取食

G1

虎斑地鸫、栗头地莺、树鹨、灰背燕尾、白顶溪鸲、蓝短翅鸫、白
尾蓝地鸲、山鹨、光背地鸫、紫啸鸫、灰腹地莺、棕腹仙鹟、棕
头雀鹛、棕胸蓝[姬]鹟

G2′

G3′

G4′

G5′

以飞取为主要取食方式，在树冠层取食

以探取为主要取食方式在树干或竹秆取食

以搜寻方式在树干、粗枝上取食

位于树冠层，以叶层拾取为主要取食方式

G2

白鹇、环颈山鹧鸪、褐胁雀鹛、棕颈钩嘴鹛

G3

短嘴山椒鸟、棕肛凤鹛、金眶鹟莺

G4

方尾鹟、黄腹扇尾鹟、红喉[姬]鹟、铜蓝鹟、橙胸[姬]鹟、山蓝仙鹟

G5

大斑啄木鸟、黄颈啄木鸟

G6

斑姬啄木鸟

G7

黄嘴栗啄木鸟、火尾希鹛、滇䴓、白尾䴓

G8

黑头奇鹛

G9

绿背山雀、黄眉林雀、柳莺、红胸啄花鸟、绿喉太阳鸟、黄颊山雀、
绿翅短脚鹎、栗喉鵙鹛、黄腰太阳鸟、红翅鵙鹛、斑喉希鹛、纹
喉凤鹛、蓝喉太阳鸟

G6′

主要在灌层活动，以叶层拾取为主要取食方式

G10

红胁蓝尾鸲、锈胸蓝[姬]鹟、锈腹短翅鸫

G11

橙额鸦雀、大山雀、黑胸太阳鸟、栗头雀鹛、褐头雀鹛、金胸雀鹛、
红头穗鹛、灰眶雀鹛、凤头雀嘴鹎、黑脸鹟莺、栗头鹟莺

564

动 物

学

研

究

图 1 鸟类群落聚类树状图
Fig. 1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of bird community
Label：图中缩写见附表 1 Abbreviations of figure are in the Appendix 1；Num：鸟种编号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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鹟、红喉[姬]鹟多在 0.0－5.0 m 的树冠飞取；铜蓝
鹟除在树冠层 20.1－25.0 m 无取食外，在其他高度
均有取食，其中 15.1－20.0 m 占 48.94%；橙胸[姬]
鹟、山蓝仙鹟取食高度位于 0.0－5.0 m，前者有
30.00%，后者有 55.77%是飞取地面昆虫。
(G5) 树干探取集团——大斑啄木鸟取食高度
在 10.1－25.0 m，主要集中在 10.1－20.0 m 取食；黄
颈啄木鸟在各个高度均有取食，主要取食高度为 5.1
－15.0 m。
(G6) 灌层竹秆探取集团——斑姬啄木鸟，探取
箭竹和竹秆箨鞘下的昆虫。
(G7) 树干粗枝搜寻集团——黄嘴栗啄木鸟和
火尾希鹛均以粗枝为主要取食基层，黄嘴栗啄木鸟
在 15.1－20.0 m 取食占 35.09%，而火尾希鹛为
9.80%；而在 0.0－5.0 m，黄嘴栗啄木鸟无取食，火
尾希鹛为 34.47%。滇䴓和白尾䴓以树干为主要取食
基层，滇䴓主要在 10.1－15.0 m 的高度取食，为
92.68%；白尾䴓在这一高度为 42.34%，在 0.0－10.0
m 占 57.66%。
(G8) 树冠层粗枝搜寻集团——黑头奇鹛，取食
高度为 15.1－25.0 m。
(G9) 树冠层拾取集团——绿背山雀、黄眉林雀
和柳莺均以 0.0－5.0 m 为主要取食高度；红胸啄花
鸟、绿喉太阳鸟和黄颊山雀均以 5.1－10.0 m 为主要
取食高度；绿翅短脚鹎和栗喉鵙鹛主要取食高度为
5.1－15.0 m；黄腰太阳鸟主要取食高度为 10.1－
20.0 m；斑喉希鹛、纹喉凤鹛和蓝喉太阳鸟均以 15.1
－20.0 m 为主要取食高度；红翅鵙鹛取食高度主要
在 20.1－25.0 m。
(G10) 灌丛下层叶层/树干/地面拾取集团。
(G11) 灌层拾取集团——橙额鸦雀、大山雀均
以灌丛上层为主要栖息取食基层；黑胸太阳鸟的栖
息取食基层以灌丛上层为主，占 60.50%，有 35.80%
栖息于灌丛小乔木的细枝；栗头雀鹛、褐头雀鹛、
金胸雀鹛主要栖息取食基层为灌丛上层和中层；红
头穗鹛和灰眶雀鹛的栖息取食基层主要是灌丛下
层；凤头雀嘴鹎和黑脸鹟莺的栖息取食基层以灌丛
小乔木的细枝叶层为主，各占 89.61%和 64.29%；
栗头鹟莺栖息取食基层同样以灌丛小乔木的细枝叶
层占大部分，为 67.60%，有 32.40%位于灌丛上层，
取食方式除主要的叶层拾取外，有 19.55%的空中飞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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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以欧式距离的平均数 (đ) 作为划分标准时，
可以看出不同鸟的取食活动范围为树冠层、树干粗
枝、灌层、地面。相对于 11 个集团的划分，地面取
食的种类中取食方式未分开，而探取方式的 3 种啄
木鸟中斑姬啄木鸟仅在灌层取食也未分开。6 个集
团的划分中，各集团中鸟类的取食行为格局的相似
程度较低。11 个集团的划分得到的结果更细致和深
入，这样的划分更能看出集团中鸟类的生态位重叠
和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在对集团划分时，划分的
欧式距离以具体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可以得到更为
合理的结果。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11 个集团在栖息基层、
取食基层及取食方式上的分离，使各集团分割了这
一地区的取食空间和食物资源。各集团得以各施其
能，各得其所，形成一个协调、完整的消费层次。
这样的生态分隔，保证了整个群落对食物资源的最
充分利用，以利于维持较高的生物量；同时表明了
集团是由于对资源的分割而存在的。从属不同集团
的鸟类种间的生态差异是明显的。同一个集团内的
成员以相同的方式利用相似的资源，但并不意味着
相似地利用资源的所有方面 (Zheng，1995)。各集
团内部的各个种间通过对取食基层和取食高度的进
一步划分，主要是对取食高度的划分，使得集团内
部的取食空间和食物资源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划分。
这样更为细致的划分使得种间竞争减至最小，因此
群落中的所有种类才能够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得
以共同生存下来。
Li et al (1996) 在次生林和人工针叶林中 3 个月
记录鸟类 51 种，其中 12 种鸟的取食次数 881 次只；
Gao & Qian (1987) 在常绿落叶混交林 2 个繁殖季节
中记录鸟类 13 种，
取食次数 1 285 次只；Zhou (1987)
在季风常绿阔叶林中 3 个月记录鸟类 28 种，取食次
数 4 910 次只。本次调查中记录到鸟类 66 种 (除猛
禽，且柳莺、树莺等仅记为 1 种)，20 天调查到的
取食次数高达 14 366 次只。鸟类种类和取食行为次
数均大于前 3 者，这与研究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系 120 年左右的成熟林，拥有较高的生物量，森林
群落是接近该地带顶级阶段的群落类型 (Xie et al，
1996) 有着密切的关系。鸟类取食集团的总数量：
本文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划分为 11 个集团，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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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阔叶林为 8 个集团、次生林为 6－8 个集团、人工
针叶林为 6 个集团、城市公园为 4 个集团，呈递减
趋势(Zhou ，1987；Gao，1900；Li et al，1996；
Hou，2000，2001；Sun，1999)，与随着城市化程
度的提高，鸟类取食集团的总数呈减少趋势 (Wang
et al，2004)的结果相类似。
随着植被类型的不同, 鸟类的食物种类、来源、
分布高度和层次等都发生了变化，这同时也决定了
鸟类取食方式的改变。不同栖息地中食物资源的梯
度变化，导致了鸟类取食集团的数量和结构在不同
的植被类型中存在不同。演替阶段晚期的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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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由各种高度的自然树种组成，且常绿阔叶林相
比其他类型的森林拥有更高的生物量，可为各种食
性和各种取食层次的鸟类提供各自的生态位，由此
顶级群落中包含的鸟类种类更多，各个种间的生态
位分化更为细致。
致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
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提供食宿交通等后勤服务；西
南林学院保护生物学院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2002 级谈嘉辉同学协助野外观察，谨此致以衷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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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鸟类群落的种类组成
Appendix 1 Checklist of the component species in bird community
目 Order
鸡形目(Galliformes)

裂形目(Piciformes)

雀形目(Passeriformes)

雀形目(Passeriformes)

科 Family

编号
Number

拉丁名 Latin name

本文拉丁名缩写
Abbreviation

1

环颈山鹧鸪 Arborophila torqueola

ATO

2

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

LNY

3

斑姬啄木鸟 Picumnus innominatus

4

大斑啄木鸟 Dendrocopos major

DMA

5

黄颈啄木鸟 D.darjellensis

DDA

6

黄嘴栗啄木鸟 Blythipicus pyrrhotis

BPY

7

树鹨 Anthus hodgsoni

AHO

8

山鹨 A.spinoletta

ASP

山椒鸟(Campephagidae)

9

短嘴山椒鸟 Pericrocotus brevirostris

PBR

鹎科(Pycnonotidae)

10

凤头雀嘴鹎 Spizixos canifrons

SCA

11

绿翅短脚鹎 Hypsipetes mcclellandii

HMC

12

锈腹短翅鸫 Brachypteryx hyperythra

BHY

13

蓝短翅鸫 B. montana

BMO

14

红胁蓝尾鸲 Tarsiger cyanurus

TCY

15

白尾蓝地鸲 Myiomela leucurum

MLE

16

灰背燕尾 Enicurus schistaceus

ESC

17

白顶溪鸲 Chaimarrornis leucocephalus

CLE

18

紫啸鸫 Myophonus caeruleus

MCA

19

光背地鸫 Zoothera mollissima

ZMO

20

虎斑地鸫 Z.dauma

ZDA

21

棕颈钩嘴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PRU

22

红头穗鹛 Stachyris ruficeps

SRU

23

红翅鵙鹛 Pteruthius flaviscapis

PFL

24

栗喉鵙鹛 P.melanotis

PME

25

火尾希鹛 Minla ignotincta

MIG

雉科(Phasianidae)

啄木鸟科(Picidae)

鶺鴒科(Motacillidae)

鸫科(Turdidae)

画眉科(Timaliidae)

PII

（转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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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目 Order

科 Family

编号
Number

拉丁名 Latin

本文拉丁名缩写
Abbreviation

26

斑喉希鹛 M.strigula

MST

27

金胸雀鹛 Alcippe chrysotis

ACH

28

栗头雀鹛 A.castaneceps

ACA

29

棕头雀鹛 A.ruficapilla

ARU

30

褐头雀鹛 A.cinereiceps

ACI

31

褐胁雀鹛 A.dubia

ADU

32

灰眶雀鹛 A.morrisonia

AMO

33

黑头奇鹛 Heterophasia melanoleuca

HME

34

纹喉凤鹛 Yuhina gularis

YGU

35

棕肛凤鹛 Y. occipitalis

YOC

36

橙额鸦雀 Paradoxornis nipalensis

PNI

37

栗头地莺 Tesia castaneocoronata

TCA

38

灰腹地莺 T.cyaniventer

39

柳莺 Phylloscopus

PHY

40

栗头鹟莺 Seicercus castaniceps

SCAS

41

金眶鹟莺 S. burkii

SBU

42

黑脸鹟莺 Abroscopus scihsticeps

ASC

43

红喉[姬]鹟 Ficedula parva

FPA

44

橙胸[姬]鹟 F.strophiata

FST

45

棕胸蓝[姬]鹟 F.hyperythra

Fhy

46

锈胸蓝[姬]鹟 F.hodgsonii

FHO

47

棕腹仙鹟 Niltava sundara

NSU

48

山蓝仙鹟 Cyornis banyumas

CBA

49

铜蓝鹟 Eumyias thalassina

ETH

50

方尾鹟 Culicicapa ceylonensis

CCE

51

黄腹扇尾鹟 Rhipidura hypoxantha

RHY

52

大山雀 Parus major

PMA

53

绿背山雀 P.monticolus

PMO

54

黄颊山雀 P.spilonotus

PSP

55

黄眉林雀 Sylviparus modestus

SMO

56

滇䴓 Sitta yunnanensis

SYU

57

白尾䴓 S.himalayensis

SHI

啄花鸟科(Dicaeidae)

58

红胸啄花鸟 Dicaeum ignipectus

DIG

太阳鸟(Nectariniidae)

59

黑胸太阳鸟 Aethopyga saturata

ASA

60

黄腰太阳鸟 A.siparaja

ASI

61

蓝喉太阳鸟 A. gouldiae

AGO

62

绿喉太阳鸟 A.nipalensis

ANI

雀形目(Passeriformes)

莺科(Sylviidae)

鹟科(Musciapidae)

山雀科(Paridae)

䴓科(Sittidae)

TC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