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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签署联
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国家之
一。2020年，该公约第十五届缔约
方大会将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国政
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已做出一
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多地建立起了
全面的保护体系，社会各界也积极
参与到这一保护行动中，尽己所能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野保志愿者的心声

惊蛰之后，草长莺飞，大地焕
发出勃勃生机。候鸟又开始了季节
性迁徙，进行大规模北迁和集群活
动。这个季节往往也是乱捕滥猎滥
食鸟类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的
高发期。

尹山川是一名野保志愿者，疫
情这段时间他并未闲着，因为春天
是捕鸟高峰季。有一天，他在成都
府河边发现有人正撑起弹弓、瞄准
树梢，朝着鸣叫正欢的鸟儿打去。
他立刻喊出一嗓子：“住手！不要
打！”那人回头一看，被尹山川口罩
上方威严的目光震慑住，马上收弓
溜走了。

这样的情形对尹山川来说是家
常便饭。他从 2010 年开始辗转多
省，调查野生动物盗猎与非法贸
易。他与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们组成
了“天地自然保护团队”，成为中国
最早进行这方面调查的环保志愿者
团队之一。他们积极为森林公安等
有关部门提供线索，推动了部分省
市对鸟市和野味市场的规范管理，

并对全国捕鸟网、高压带电捕猎器
等捕猎工具的生产与销售进行监
督。用他的话来说，“保护野生动
物，保护天然林，保护自然生态，
是志愿者的天职。为保护锦绣河
山，我们愿意奉献一生。”

当问到最初为什么要保护野生
动物时，他谈到了十多年前曾读到
的一则报道。“那篇文章讲的是海南
特有的珍稀物种坡鹿。半个世纪
前，海南的坡鹿曾数量很多，但被
猎杀得厉害。后来，坡鹿只剩下了
两个种群。政府和科学家们通过建
立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把它们保
护起来，想恢复种群。但很不幸，
其中一种群仍被盗猎。那时候人们
生态环保意识不强，认为野生动物
就是用来吃的。这个故事给我感触
太大了。”

直到今天，尹山川再次提起此
事，言语中仍然透出无比可惜之
意。“如果当时两个种群都保留下
来，就能避免近亲繁殖，为一个物
种赢得更大的存续几率。这件事情
让我明白了，原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是如此重要。”

预警千里之外

外来物种入侵，是全球都关注
的环境问题，它是除生境丧失以外
导致区域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重要原因之一，并给社会经济带来
巨大损失。比如近年比较典型的两
个外来入侵物种——草地贪夜蛾

（俗称秋粘虫） 与沙漠蝗等，其破坏
力已引起多国高度警惕。在全球气
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虫害的发生范
围和流行程度都有明显扩大和增强
趋势。

这正是黄文江和他所在的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团
队的关注内容。他们的一项重要任
务，就是通过遥感监测来分析大群
害虫的行动轨迹，为粮食作物重大
病虫害进行预警。

“很多人问我，虫子那么小、病
斑那么小，卫星怎么能监测到？其
实我们用卫星监测病虫害早期发
生，并不是直接监测虫子和病斑，
而是通过遥感手段来监测植被长势
状况和病虫害发生的生境状况，包
括植被长势、覆盖度、地表温度、
湿度等指标，通过气象数据和病虫
害预测预报模型，来评估病虫害的
发生状况。”黄文江介绍说。

中国传统的农作物种植面积调
查、长势和养分状况、作物病虫害
是否发生，往往需要农技人员去实
地进行田间调查，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而且“点”状的调查
结果不具备大面积代表性，远远不
能满足大面积、快速、无损的作物
长势状况监测和病虫害及时防控的
需求。但外来入侵病虫害却常常突
如其来，有时候当发现大面积来临
时，已为时过晚，错过了最佳防控
期。而采用遥感技术、数字地球科
学和病虫害预测预报模型相结合，
能高效客观地在全球、洲际和全国
范围内对虫害发生状况进行动态监
测预警，对于指导高效科学防控具
有重要的意义。

黄文江团队的一些研究成果成
为农业方面决策的重要科学依据。
2018年，该团队发布了全球作物病
虫害遥感监测报告，这也是国际上
首次发布全球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
报告，为粮食安全和国家宏观决策
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

为无言者代言

在五小叶槭正当红时，案件开

庭了。201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首
例预防性公益诉讼暨保护濒危植物
公益诉讼开庭审理，距离立案将近
四年。这起案件有个不寻常主角
——一种名叫“五小叶槭”的植物。

五小叶槭是我国四川特有物
种，1929年首次被科学家发现。不
幸的是，它如今已“极度濒危”，也
就是说，距离灭绝仅一步之遥。雅
江县某村附近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当
今世界上残存最大的五小叶槭种
群。据调查统计，雅江种群现存五
小叶槭大树 262 株。而该种群也是
唯一发现还有野外自然繁殖能力的
种群。然而，这片种群的栖息地将
被计划中的一个水电站淹没。

该案原告中国绿发会法律部副
主任张娜认为，“濒危植物最重要的
是需要保护原生境。这是雅江流域唯
一有野外繁殖能力的种群，一定要把
它们保护下来”。为此，张娜于 2015
年9月奔赴甘孜中院，代表她所在的
中国绿发会，提起了中国首例保护珍
稀植物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近年来中
国环境治理的一大举措。为保护环

境公共利益，2015年实施的新 《环
境保护法》 允许符合条件的社会组
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过去
几年来，这一制度对于提升生态文
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促进绿色发
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仅仅是张娜办过的一个案件
而已。2015年夏天，为保护生态环
境，她从仅有她一个专职工作人员
的法律部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截至
目前，这个刚刚30出头的姑娘已办
过近百起环境公益诉讼。她经手的
一些案件，如腾格里沙漠污染系列
公益诉讼案，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列
为环境公益诉讼指导案例。

张娜笑道，她的人生经历已使
自己感觉像是八十岁了。她经历过
被污染企业跟踪，也经历过被别人
劈头盖脸地问：“说吧，你要多少
钱？”还经历过与被告谈判时的各种
明里暗里的威胁、引诱。这一切的
发生并未影响张娜，从来没有在她
的脸上看到过一丝的怯懦和疲惫，
尤其是在开庭的时候，她的那种坚
毅果敢令人赞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网络
监管力度，取缔和严打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据悉，
这个期间全国主要电商平台筛查下架或者屏蔽、删除野
生动物交易信息75万多条，关停网店或账号1.7万个。

张晓磊是一名“90 后”，但环保资历可不浅。自
2017年开始关注环境保护以来，这名环保志愿者的足
迹已经踏遍了大江南北。不过，他活跃的脚步在2020
年春节被“束足”了。

和他一样不能出门的环保志愿者们纷纷开始思考：
疫情期间，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如何能继续为保护环
境做点贡献？很快，他们有了主意。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无毒先锋、反盗猎重案组等环保组
织和志愿者团队的队员们一起商量，决定开始从检索购
物网络、电商平台入手，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查找，有没有
在售的国家重点或眀令禁止交易的野生动植物相关商
品，一旦发现就向平台投诉。这场“电商无野行动”就这
样开始了。

野生生物贸易的范围很广，这支几十人的“网络
野保特工”们决定，先从穿山甲等少数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植物入手。大家纷纷下载电商购物 APP，或
是通过电脑，每天在各个平台输入野生动植物的关键
词进行检索，并随时把自己发现的线索发到群里讨
论。专家和环境律师也主动加入这个团队，帮助志愿
者们辨别物种保护级别，普及有关法律法规。

2 月 19 日上午，张晓磊在某电商上搜索“穿山
甲”、“穿山甲鳞片”关键词，并没搜到检索结果。然
后他改用“穿山甲口服液”来搜，意外地发现购物平
台自动推荐了另外一个“穿山甲透骨液”。在他们的举
报、推动下，很快这款商品在各平台下架。

疫情发生后，一些在线销售野生动物的商家悄然改头换面，用“暗语”操
作。这一个月，张晓磊和他的小伙伴们与卖家斗智斗勇，有力地推动了多个
电商平台屏蔽、下架野味和野生动物相关商品。

“在线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推手，而且外
界还很难追踪”，该行动发起人之一杨晓红表示，“我们发起这个行动，希
望让电商购物环境变得更绿、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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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仁和镇村民捡到6只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猴面鹰幼鸟，随后由林业派出所民警转交至当地野生动植物保
护站救护。 陈福平摄 （人民视觉）

在浙江农林大学15号学院楼的标本室里，学生们正在制作昆
虫标本。学校希望，让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真正走出课堂，在动
手过程中了解病虫害。 陈胜伟摄 （人民视觉）

在位于海口的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内，18只海南坡鹿被转移
至旧坡鹿场馆对面一处设有池塘、沙地、草坪和树木等设施的新场
馆，为其创造更接近于自然的栖息环境。

蒲晓旭摄 （新华社发）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以“禁食野
味 战胜疫情”为主题，开展保护野生动植物宣传月活动。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黑鹳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冶河水域嬉戏、捕食。李志军摄 （人民视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黑鹳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冶河水域嬉戏、捕食。李志军摄 （人民视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最严”监管之
下，我们如何对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说“不”？

“不惜高价追逐‘野味’，
助长了对野生动物的不正常
需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维胜
说，违法猎捕经营野生动物能
够牟取暴利、不少野生动物未
纳入管理范围、基层保护执
法力量严重不足等也是主要
原因。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连日来，从中央到地方，
多部门多地拿出“最严”措
施，大力加强监管。

“农业农村部联合相关部
门组织开展了联合专项执法行
动，采取超常措施，严厉打击
水生野生动物的违规交易。”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
局长韩旭说，目前各地的专项
执法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国家林草局实施了最为
严格的野生动物管控系列措
施。”王维胜表示，明确要求停
止一切野生动物上市交易和运
输等活动，严厉打击违法猎捕、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要
求对野生动物非正常死亡、患
病等情况实行日报告制度等。

对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
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始终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数据
显示，仅在 2019 年开展的专项
行动中，就立案 1.3 万起，侦破
了一大批大案要案，铲除了一
大批犯罪团伙。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最新公布的决定，凡是没
有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陆
生野生动物，一律禁止食用，
不管是不是属于重点保护的野
生动物。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里有什
么？韩旭说，从 2006 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全国畜禽
遗传资源的调查，现在已基本
摸清了畜禽遗传资源的家底，
编纂完成了《中国畜禽遗传资
源志》，起草制定了《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

“ 滥 食 野 生 动 物 涉 及 猎
捕、人工繁育、经营、运输等
多个环节，仅仅依靠政府部门
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
面禁止的目标，需要广大公众
的配合与支持。”王维胜说。

他认为，广大公众应摒弃
“野味”滋补、猎奇炫耀的不
健康饮食观念，坚决停止滥食
野生动物的行为，不参与乱捕
乱猎、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活
动；在自身坚决拒绝滥食野生
动物行为的同时，也要积极劝
告自己的亲人不要食用野生动
物；积极配合支持打击违法食
用和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的执法
活动。

（据新华社）

许晟 田晓航 孙奕

对滥食野味对滥食野味
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