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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前沙漠蝗虫已经肆虐了从非洲东部到阿
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波及 1600 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影响约 20 个国家。鉴于沙
漠蝗虫给农业和绿色植被带来的巨大破坏，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联合国人
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
洛考克等近日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呼吁国际
社会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控制沙漠蝗虫灾害的
蔓延。
巴印地区与中国接壤，沙漠蝗虫侵入该地
区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警示我们必须未雨
绸缪，科学评估可能面临的沙漠蝗虫侵入风
险，同时切实做好各项防治准备工作。

多原因导致国外灾情重
沙漠蝗是非洲、亚洲热带荒漠地区的河谷、绿洲上的主要农业
害虫之一。据报道，今年东非肯尼亚遭遇 70 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
灾害，仅其中一个大的蝗虫群，就达长 60 公里、宽 40 公里。自
2019 年 6 月，埃塞俄比亚东部和索马里北部聚集了大批沙漠蝗虫，
并快速发展成为该地区 25 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入侵事件。巴基斯
坦遭受沙漠蝗虫危害程度超过了 1993 年史上最严重的蝗灾，今年的
损失仅小麦就可能达 10 亿美元。
沙漠蝗灾害年年有，为什么今年灾害特别大，以至于形成了持
续性、大范围灾害呢？对此，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泽和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石旺鹏解释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沙漠蝗泛滥成灾是前几年累计的结果，由于往年基数较大，造成产
卵多；今年东非地区降雨等条件适宜沙漠蝗集中孵化，形成庞大种
群，既能对抗天敌的掠食，也大大超过了当地防治能力限度，导致
其规模特别庞大，危害非常严重。此外，气候变化和东非草原系统
因过度放牧造成的生态破坏，也是沙漠蝗泛滥的重要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沙漠蝗作为是蝗总科沙漠蝗属下的一种昆虫可
以进行生态相的突变，即可以由散居变为群居，而这正是其造成极
大破坏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情况下，沙漠中稀少的植被只能维持少数沙漠蝗虫的生
命，它们各自分散生活，夜间飞行，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当集中
了大量雨水，植物骤然生长，沙漠蝗大量繁殖。随着拥挤程度的增
加，其行为方式从个体散居夜间活动，转变为群体群居结成蝗群，
数量可达几十亿只，横亘大片土地上，并能随风进行长距离迁飞，
横扫所经过地区的各种植被，造成极大破坏力。
沙漠蝗的迁飞能力是种群扩散和危害性增强的重要原因。由于
其身体结构适宜长时间空中滑翔，沙漠蝗在温度适宜的时候，可以借
助风力完成长途迁飞旅程，因此，其种群经常从东非越过距离为 300
公里的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进而入侵南亚地区。研究表明，沙漠
蝗曾凭借风力从西非地区飞越大西洋，侵入加勒比海地区。

近日，西藏拉萨海关工作人员在阿里普兰口岸开展沙漠蝗监测工作。

防御治理“两手”都要抓好
基于对沙漠蝗侵入风险的科学评估，中国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
的防治战略并紧锣密鼓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严阵以待。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执行好“御蝗于境外、备战于境内”的
策略就必须对境外“蝗敌”发展情况有准确了解和研判，与有关各
方做好沟通协调工作。2 月 23 日，中国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派员
参加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工作组，赴巴基斯坦参与并指导该国有关面
开展沙漠蝗防控工作，并与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分享灾情情报，
开展协同防控，探索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此外，中国有关方面与联
合国粮农组织、缅甸等有关方面密切沟通，建立信息交换机制，提
前预判沙漠蝗迁飞中国的可能性和可能的途径。
“御蝗于境外”就要切实守好“国门”，加强口岸监测及入境检
疫。为此，全国海关系统迅速行动，强化入境口岸疫情监测，特别
是加强对非洲和印巴地区进境货物和运输工具的植物检疫，严防沙
漠蝗虫卵、幼虫及成虫从口岸进入国境，一旦发现，立即做除害处理。
根据预判的沙漠蝗虫可能的入侵途径，加密布设边境地区监测
站点并加强监测力度。根据 《预案》，农区沿中国与印度、巴基斯
坦、缅甸的边境线，在 200 公里范围内，以县为单位布设一批监测
点，第一时间掌控沙漠蝗迁入动态。此外，在云南、西藏、新疆等
地的边境重点地区设置一定量的监测点，并安排专人观测迁入情
况，一旦发现侵入蝗情，第一时间报告。
3 月 10 日上午，一场针对沙漠蝗灾情的应急演练在云南省保山
市隆阳区打响。由该区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专业扑火队投入除治沙
漠蝗灾“战斗”，队员们携带喷杀装备，模拟某地发生沙漠蝗侵入灾
情，紧急出动，锤炼应急防治能力。这是按照 《预案》，云南省有关
方面组建的治沙漠蝗队伍并开展的演练活动。
《预案》 要求，到 3 月底前，在云南、西藏、新疆等沙漠蝗可能
迁飞入境的边疆地区，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组建 50 支应急防治专
业队伍，每支队伍按照日作业能力不低于 2000 亩标准，因地制宜配
备高效施药机械。此外，《预案》 提出，对防治队伍要加强技术培
训、应急演练并配足物资。

近日，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林草局开展了除治沙漠蝗灾害
应急演练。

风险小但不可掉以轻心
擅长迁飞的沙漠蝗已经侵入印巴地区，接下来会对中国造成
怎样的威胁呢？根据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林草局三部门
近日联合制定印发 《沙漠蝗及国内蝗虫监测防控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沙漠蝗迁飞入侵中国的几率很小，采取的是“御蝗于
境外、备战于境内”的防范策略。
沙漠蝗可以飞越大西洋侵入加勒比海地区，为什么侵入中国
的几率很小呢？对此，中科院院士、生态和昆虫学家康乐近日接
受媒体采访时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沙漠
蝗的生存和繁殖的条件和其可能侵入的路径的环境因素。
具体来说，沙漠蝗的生存和繁殖必须依托于热带和亚热带沙
漠，必须满足一定的温度条件，研究表明，沙漠蝗蝗卵在 18℃以
下和 45℃以上时，无法发育。当温度在 20℃或低于 20℃时，蝗蝻
活动减弱。40℃左右是沙漠蝗蝗蝻和成虫迁移活动的条件，蝗蝻
和两性成虫正常发育和迅速成熟的相对湿度需要达到 60%以上。受
益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中国西南同纬度地区未发育出热带和亚热
带沙漠，地理环境和温度条件均不适宜沙漠蝗生存，也就是说，
东西绵延 2400 多公里，南北宽度 200 至 300 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
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道阻击沙漠蝗侵入的天然屏障。
高原和高山虽可以阻挡沙漠蝗侵入内地，但鉴于沙漠蝗可以
扩散到尼泊尔、印度地区，西藏与两国接壤地带就面临侵入风
险，加强西藏南部与两国毗邻区监测至关重要。
新疆、内蒙古有广阔的沙漠，有没有可能成为沙漠蝗侵入并
生存的区域呢？对此，康乐持否定观点，他认为两地的沙漠属温
带沙漠，冬春季温度太低、夏季降雨太少，不能满足沙漠蝗繁殖
条件。对于从云南侵入这条途径，康乐认为概率也很低，因为如
果沙漠蝗从这个方向迁飞过来，就必须突破孟加拉国、缅甸的雨
林，而雨林不适宜沙漠蝗。
概率很小，但是可能性是存在的，农业农村部拉萨有害生物
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站长王文峰提醒说，受印度洋季风影响，沙
漠蝗可以从印度经孟加拉国迁飞至缅甸，它们有可能会从云南方
向进入中国，造成侵害，不可掉以轻心。

武松打虎，并非全凭力气。大抵是以智助勇，最
终才打死了老虎。
从春节前武汉实施针对性防控措施，时至今日，
战果丰硕，形势积极向好发展。这次抗击新冠病毒之
战，再次彰显了凡事讲科学的重要，正是科学决策、
科学施救、科学攻关，才有了今天向好的局面。
科学决策。突如其来的疫情在武汉发生后，很快
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1 月 21 日晚，中央电视台首次播
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指示。1 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
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
部署、再动员。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党中央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并派出中央指导小
组赴湖北指导抗疫。2 月 1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地坛医院远程诊疗中心，通过视频连线武汉市收
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协和医院、火神山医
院，称赞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干
部职工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正处在胶着对垒的紧要关头，一定要坚持下
去，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武汉胜则湖
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湖北、
武汉“保卫战”的战略定位，对打赢新冠病毒阻击
战，控制疫情蔓延势头，赢得了时间。
科学施救。科学决策之后，需要在重点疫区精准
施策，科学施救。在武汉，中央一声令下，以最短的
时间，先后建起了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和多处方
舱医院，大大缓解了确诊病人和危重病人治疗等病床
的压力。
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各省自治区市医护人员和医护物资纷纷驰援湖北。武汉，集中优势兵力打
“歼灭战”。
人民军队闻令而动，牢记宗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各省自治区市
医护人员和物资也纷纷驰援湖北。
针对湖北省医疗资源和病人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中央的指导下，建立
了 16 个省份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对口支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
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救治工作，对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起到
至关重要作用。
科学攻关。救治需要对症下药。新疫情，一开始找不到对应药物。医
疗科技人员紧急筛选药物，不断摸索中西医结合救治办法，逐渐取得成
效，痊愈出院者增多。据来自抗疫前线消息，经历几次集中决战，重点疫
区湖北新冠肺炎救治效果稳步提升，但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湖北消化
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显然，取得决战胜利还有时日，还需要继续科学攻
关，综合多学科力量，协同推进抗疫成果。
3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
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
果也是国之重器。这是对国之重器内涵的科
学定位。过去，我们多理解国之重器是指火
箭、卫星、原子弹、导弹、航空母舰等庞大的军
事或民用装备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让
国人把涉及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
科技成果也看为国之重器，立意更高远了。
有这方面国之重器，才能最大限度保障
国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
（作者为本报原副总编辑）

王 谨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辆小轿车在马路
上正常行驶，突然车前不远处有一大团低矮的
“乌云”，车很快钻入“云”团中，顿时听到
“啪啪啪”的声响，玻璃窗上满是黄色的污
点，两只活着的蝗虫趴在车前玻璃的雨刷器
上，不时晃动着触角，扇动着翅膀。原来那朵
“乌云”就是沙漠蝗虫迁飞的“军团”。这是网
络上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相关信息显示，该
视频于近日拍摄于巴基斯坦，记录下了沙漠蝗
虫在当地集体迁飞、铺天盖地来去的骇人场
景。类似的视频近日在网络上热传，使人们对
沙漠蝗虫造成的灾害印象深刻。
巴基斯坦只是沙漠蝗虫最近入侵的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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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高三老师的
“网络主播”新体验
郑晓燕

笔者是湖北省恩施高中一名普通
归纳，作为早自习的内容和高考必备
的高三语文教师，也是两个小男孩的
篇目交替进行。我总是提前一天做第
母亲，疫情防控期间，我又成了一名
二天的练习，根据班级情况和上课时
“网络主播”。春节，我们一家四口依
限，合理删减一些内容。
旧回到了位于恩施巴东县清太坪镇的
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课堂”，每
老家。没料想，大年初一，恩施就出
每授课时就是小儿子一只棒棒糖、一
了疫情管控通知，我爱人接到返岗通
瓶饮料、一部动画片、一个人、一个
知，立刻回城，赶赴恩施州抗击新冠
小时的缩影。同事笑着说，大儿子被
病毒的一线。
“留守”在了乡下，小儿子被“留守”
新冠病毒打破了我们的生活节奏， 在了客厅。听后，我五味杂陈。
延误了开学。但“停课不停学”，学校领
初次尝试做网络主播，我心里总
导周密部署，迅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是没底，不知道屏幕那边的同学有没
形 成 了“ 学 校 领 导 -班 主 任 -老 师 -家
有在听？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疑
长-学生”紧密集合的恩高抗击疫情、 惑……失去了和学生的眼神交流和语
备战高考的坚实防线。
言互动，学生零星的几个回馈，让我
农历正月初九，我们全体高三老
有点不知所措。从学生提交的作业
师就在家里就地开始了网络教学，我
中，发现同学们普遍有困惑的题目，
也开始了“网络主播”生涯。由于老
或者是同学们问得比较多的问题，我
家 在 农 村 ， 条 件 有 限 ， 加 之 孩 子 多 ， 会集中时间进行解答。为了检查同学
为了方便备课教学，于是我毅然提前
们有没有按时上课，我每天都有一个
回城，回到了疫情形势相对更为严峻
课前 5 分钟，随机抽查十几个同学。我
的城区。
经常给同学们分享一些励志文章，经
考虑到各种原因，我把 5 岁的大儿
典时评，让他们知晓在疫情面前有一
子 留 在 了 老 家 。 出 发 的 时 候 ， 他 说 ： 群“逆行者”，面对很多人畏之如虎的
“妈妈，你放心，我会听爷爷奶奶还有
新冠病毒不惧怕、不退缩，冲锋在
姑姑的话。过几天你就回来接我哦！” 前，战在一线，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
我嘴上高兴地答应了，其实心里很复
使命。
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接他回家。
刚开始和大儿子视频，他都会很
现在，如此母子分开、兄弟相隔
开心地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慢慢
的日子已有月余。经常有朋友调侃说
地他会埋怨怎么还不去接他回家，以
我偏心，只喜欢 2 岁的小儿子，其实不
至于现在都不太理我了。有时候我会
然，谁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在这样
有种莫名的心酸。但疫情来势汹汹，
的 非 常 时 期 ， 我 只 能 选 择 带 不 懂 事 、 举国都在奋战，小家的悲欢又算得了
爱捣乱的小儿子。
什么呢？每天收到的儿子背古诗打卡
回城至今我足不出户，“规律”地
视频，给我和老公莫大的欣慰和鼓
备课、上课、做饭、带孩子。因为爱
励；看见疫情有效控制、确诊病例大
人要担任“尖刀班”的工作，每天早
幅度减少、出院病例迅速增长，给了
出晚归，无暇顾及家里。因为小儿子
我战胜困难的信心；看见众多默默无
太小，对我的依赖性也特别大，就连
闻，冲锋在前的勇士们的先进事迹，
我上厕所都要跟着，做饭的时候，偶
这让我们觉得微不足道，更应该把本
尔还把他放在灶台上。因此一天之
职工作做到更好。
内，只有在他睡觉的时候我才能专心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备课。结合备课组其他老师们分享总
个春天不会来临。黑夜终将过去，黎
结的资料和方法技巧，我进行了整理
明会在春风里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