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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野外种群数量的变化能衡
量生态是否失衡

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民间机构猫
盟 CFCA，近年来一直在山西省和顺县尝
试缓解野猪所带来的人兽冲突。针对野
猪频繁出现的情况，工作人员宋大昭认
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态保护力
度的加大，使得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开始
增长。二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太够，种
群变多以后就要往外扩散。”

比如南京，近年经常有野猪出没，这
座城市所在的华东地区丘陵地带，属于生物
多样性丰富的地区，过去有豺狼虎豹等大型
食肉动物，但现在这些大型食肉动物都变
少了，野猪少了天敌，加上其繁殖能力和
适应性都很强，种群数量就增长得很快。

作为食性复杂丰富的动物，野猪很容
易在野外环境中存活下来。无论是山地、
草原、戈壁、湿地还是灌丛、雨林，除了极
其干旱的沙漠和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带，野
猪可以适应自己所能到达的各种环境。

一只雌性野猪一年能繁殖两次，一胎
生 4 只-12 只小猪。它们喜欢集群活动，
一个猪群可能就有好几只处于繁殖期的
母猪，这就保证了种群数量几乎不会下
降，在没有天敌制约的情况下，每年种群

数量可以增加 150%。
同时，野猪还是典型的食草有蹄类动

物，植物占据食物的 90%，嫩叶、坚果、浆
果、草叶和草根都包括在内。农田里种植
的玉米和土豆对于它而言，就像可口的小
点心。不过它们也有不爱吃的，比如中
草药。

没有了豺狼虎豹等大型食肉动物的
捕食，不挑食也不挑地的野猪就很容易变
得越来越多。“这是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一
种现象，但其实也是对生态失衡的一种警
告。”宋大昭表示，“因为在自然生态平衡
的状态下，不太可能出现某一类野生动物
一下子就变多的情况。”

开展本底调查、制作应对
指南、形成科学认知，一个不
能少

“冬天（农作物）给我们拱完了，苗苗
升起来又给我们拱了。”四川北川一位村
民日前抱怨，野猪“凶得很”。当地不得不
请来捕猎队，开展应急处置。

眼下，野猪频繁出没、毁坏庄稼地，给
人一种“泛滥成灾”的印象，但这一结论科
学吗？

“实际上，野猪泛滥成灾的结论不能
轻易下。”宋大昭表示，“各地应该做野猪

的本底调查，搞清楚它们为什么不在山上
待着而往山下跑，是不是山里吃的不够了
或者栖息地不够了，这些是我们需要搞清
楚的。”

对此，一些地方有过探索。2020 年，
安徽黄山市林业局委托安徽师范大学相
关课题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野猪种群数
量及兽类资源多样性的调查。

项目团队运用野外不同区域定点布
设的红外相机抓取数据，同时使用气体分
子碰撞率模型等方式，估算出黄山市野猪
总数量在 19961 头-28509 头左右，其密度
为 1-3只/平方公里不等。

实际上，每平方公里能承载 10 只还
是 20 只野猪，怎样才算超过了环境承载
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断言
野猪泛滥成灾，显然不够科学。

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野猪确实
对农田的庄稼造成了破坏。因此，一些地
方开始进行野猪致害的综合试点防控工
作。比如四川的青川、朝天、北川、通江等
4 县。同样，河北、山西、福建、江西、广
东、陕西等 6省也出台了相关文件。

如果环境真的承载不了这么多野猪，
又没有其他特别好的办法来解决，那么可
以考虑捕杀。但捕杀的前提是，得知道到
底有多少数量，捕杀多少是合适的，如果
全部捕杀了，对于生态系统而言也是一种
破坏。

“这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宋大昭
表示，“我们一定要从整个生态系统和整
个生态保护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并提出
解决方案。针对恢复生态平衡，政府则应
该做一些长期的规划。”

比如主动指导公众，看到野猪应该如
何正确处理。首先不要害怕，其次可以打
电话找相关部门求助。宋大昭以今年火
遍全国的云南大象北迁为例，“很多云南
人都知道，遇到了大象要躲开，不能上去
围观，不能惊吓到它们，也会放一些食物，
把它们引开。政府给出了非常好的市民
指南，所以人们知道大象有可能伤人，也
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在山西和顺，猫盟 CFCA 则进行了一
些尝试，在解决野猪与村民的冲突上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在农田周围放置警
示灯或大喇叭，拉围栏、弱电网，都可以有
效防御野猪对庄稼的破坏。

野猪出现在城市里，往往会给人群造
成一定程度的惊吓，甚至产生安全隐忧。

“实际上，这还是因为我们见到的太
少了，大家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跟野生动
物打交道，这是典型的自然缺失症。”宋大
昭表示，“任何一种动物跟其他环境因素
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野猪也是生
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应对应以科
学的认知为前提，最终还是要将落脚点放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上。”

野猪拱进城了？莫惊慌
◆本报记者肖琪

江苏南京玄武湖里，野猪在游泳；安
徽宣城郎溪的 202 省道上，一群野猪横穿马路；

而在湖北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也有野猪
妈妈带着猪崽宝宝遛弯……今年以来，多地都出现

野猪现身的新闻。野猪既出现在乡村田野，也走进城
市公园。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和自然环境
的改善，城市里出现野生动物的情况越来越多，如上海
的貉和小灵猫，广东省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公园拍到的
欧亚水獭，北京横穿马路的黄鼬等。但出现在多地并

吸引更多人注意的，恐怕还属野猪。地域范围如此
广，出现频率如此高，又这么“吸睛”，这背后有什

么原因？面对这一新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科学
应对？

◆陈伟王骥 梁益

冬季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层峦叠翠，云
海弥漫，千姿百态的群峰在茫茫云海中若
隐若现，清澈的九曲溪在群峰之间蜿蜒缠
绵……

武夷山被称为世界生物之窗，是同纬
度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亚热带森
林生态系统，被誉为“世界生物之窗”“东
南植物宝库”。

今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
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便在其列。自
2016 年 6 月开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提
高，森林植被原真性、完整性得到加强，生
物多样性更加丰富，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
好，基本形成了共商、共管、共建、共享的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新格局。

实行三级联动，建立统一
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武夷山国家公园规划总面积 1001.41
平方公里，涉及武夷山、建阳、光泽、邵武
等 4 个县（市、区）。要提升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就必须解决以往多部门管理、责权
不清、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建立一个统一
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这就要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武
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林雅秋说。在
管理体制方面，当地整合 了 福 建 武 夷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武 夷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管 委 会 ，组 建 由 省 政 府 垂 直
管理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履行
资源保护管理等方面职责，并在涉及的 6
个主要乡镇（街道）设立管理站，构建“局
站”两级管理体制，由分散、多头、低效管
理，向统一、垂直、高效管理转变，形成管

理局与属地政府分工合作、协同高效的管
理模式。

在工作机制上，这里实行省、市、县乡
三级联动。省级层面，建立由常务副省
长、分管副省长任召集人，14 个省直单位
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
制度，统筹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
体制机制障碍。市级层面，建立南平市政
府与福建省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协调会议
制度，以及南平市政府分管同志与国家公
园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抓落实会议制度，研
究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协调解决试点
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跟踪督促试点
任务的落实。县乡层面，管理局与武夷
山、建阳、光泽等县（区）建立了协调联络
机制，管理站与所在乡（镇）建立联动工作
机制，共同推进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管理。

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支队支队长刘
国富说，执法队伍得到充实，力度得到增
强，手段得到提高。当地建立了支队、大
队、中队三级网格监管体系，按照定区域、
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奖惩的“五定”
管理机制，对辖区加强山水林田湖草全要
素、全天候巡查监管，定期、不定期开展文
化遗产（遗址）巡护监测。同时，强化天空
地一体化监管，运用卫星遥感、航空摄影、
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建设集资源保护管
理、生态环境预警、应急反应处置于一体
的立体式监管体系，有效增强生态保护
能力。

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推动了当地生
态的保护。“经过数年的观测资料收集整
理，研究人员已发现武夷山国家公园植物
3728 种，珍稀濒危种有 28 种；已发现的动
物种类有 5110 种，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的动物有 46 种。”福建省武
夷山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鲜钧说。

创新生态补偿机制，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市区驱车前往 65 公里处的武夷山
风景名胜区九曲溪的源头——武夷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桐木村，车辆进入星
村镇后沿着九曲溪沿溪而上，沿途满山茂
密苍翠的阔叶林、毛竹林，清莹莹的溪水，
溪边、山坳散落的茶园，令人心旷神怡。

“茶叶、毛竹是桐木 村 的 支 柱 产 业 ，
这里的村民以茶、竹生产经营为主要经
济收入，随着生态游的发展，餐饮、民宿等
服务业的兴起也增加了村民收入。”桐木
村村干部告诉记者。

据介绍，桐木村、坳头村是武夷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两个完整行政村，试
点建立国家公园后，人均收入水平逐年提
高。桐木村 2017 年人均收入 2.08 万元，
2019 年增加到 2.3 万元；坳头村 2017 年人
均 收 入 2.45 万 元 ，2019 年 增 加 到 2.9
万元。

武夷山国家公园坚持保护第一，努力
打造文化与自然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典范。

林雅秋介绍，当地创新生态补偿机
制，设定了生态公益林保护补偿、天然商
品林停伐补助、林权所有者补偿等政策，

打造智慧国家公园，建设自然资源保护、
智能管理服务、应急反应等信息系统一体
化管理平台，实现管理智能化、高效化。

为了提升生态体验品质，这里还出台
生态游憩管理办法，并对九曲溪竹筏游
览、环保观光车、漂流等实行特许经营，公
开选聘 1400 多位村民从事生态保护、旅
游 服 务 等 工 作 ，进 一 步 拓 宽 村 民 就 业
渠道。

通过试点，社区群众对国家公园的认
同感、归属感不断增强，绿色、低碳、循环
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形成，武夷山国家公
园已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生动实践。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这里
的人们更加欢欣鼓舞。

不久前，南平市出台了《南平市环武
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先行方案》，力
争“十四五”期间，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以朱
子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全面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环武夷山国家
公园基础设施全面改善，以创造高品质生
活为目标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乡村全面
振兴，以武夷山“双世遗”为龙头的环武夷山
旅游格局全面构建，争创国家文化公园。

对于未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者们
踌躇满志。

本报讯 黑龙江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草原保护
修复的实施意见》，形成了 18 项
具体措施，全面加强草原保护管
理，推进草原生态修复。

《实 施 意 见》明 确 ，到 2025
年，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基本
建立，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盖 度 稳 定 在
75%左右，草原生态状况稳步改
善。到 2035 年，草原保护修复制
度体系更加完善，退化草原得到
有效治理和修复，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稳定在 76%左右，草原生态
和生产功能稳步提升，草原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草原利用更加科
学合理。到本世纪中叶，退化草
原得到全面治理和修复，草原生
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实施意见》提出 11 项工作
措施，从基础调查、监测评价入
手，夯实草原工作基础。开展草

原资源专项调查，建立草原资源
专项调查数据库及草原管理档
案，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
等技术手段，构建天地空一体化
草原监测网络。

针 对 黑 龙 江 省 草 原 资 源 现
状、草原生态状况以及草原退化、
草原利用不合理、种业发展滞后
以及承包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实
施意见》有的放矢，提出了具体措
施。

同时，通过提升科技支撑能
力、完善制度机制体系、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4
项保障措施，全面落实草原保护
修复具体措施，保障草原事业高
质量发展。

为加强对草原保护修复工作
的领导，《实施意见》还提出，把草
原承包经营、基本草原保护、草畜
平衡、禁牧休牧等制度落实情况
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

李明哲

◆本报记者王小玲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四川省省级生态县管理规
程〉和〈四川省省级生态县建设指
标〉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标志着四川即将启动省级生态县
创建工作，从而形成国家级、省级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体系。

四川省省级生态县建设指标
涉及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生态空
间、生态经济、生态生活和生态文
化等六大领域，包括环境空气质
量、地表水环境质量、生态环境状
况指数、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等 35项指标。

存在9种情形之一
的地区不得申报

《通知》强调，开展省级生态
县创建的县（市、区），应当参照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
编制指南（试行）》，结合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省级生态县
建设指标，组织编制生态县（市、
区）建设规划。

值得关注的是，近 3 年存在
下列 9 种情况之一的地区，不得
申报省级生态县。

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生态环
境部、生态环境厅组织的各类专
项督查中发现重大问题，且未按
计划完成整改任务的；未完成国
家、省、市（州）下达的生态环境质
量、节能减排等生态环境保护重
点工作目标任务的；发生重特大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或生态破坏事
件的，以及因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被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厅约谈、
挂牌督办或实施区域限批的；行
政区域内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无序，存在非法侵占、影
响恶劣情形的；群众信访举报的

生态环境案件未及时办理、办结
率低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
结果为“一般变差”“明显变差”
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造假
的；发生重大负面环境舆情处置
不当的；在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
专项资金监督检查或者绩效评价
中发现重大问题的。

有效期3年，省级生
态县实行动态管理

在核查与命名方面，若公示
期间未收到投诉和举报，或投诉
和举报问题查无实据、经认定得
到有效解决的地区，四川省生态
环境厅将按程序审议通过后报请
省人民政府予以命名，有效期 3
年。对获得省级生态县称号的地
区，将给予一定省级生态环保专
项资金补助。

《通知》明确，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对获得省级生态县称号的地
区实行动态监督管理，可根据情
况进行抽查。对命名满 3 年的地
区，对照建设指标进行复核，复核
合格的创建地区，称号有效期延
续 3年。

获 得 省 级 生 态 县 称 号 的 地
区，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将经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报省人民政府同
意后，撤销其相应称号。如生态
环境质量出现明显下降的；发生
特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或生态破
坏事件，以及因重大生态环境问
题被生态环境部约谈、挂牌督办
或实施区域限批的；被生态环境
部撤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称号的；被生态环境
厅警告，且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整改任务的；未通过生态环境
厅组织的复核，或在复核过程中
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武夷山九曲溪风光武夷山九曲溪风光。。翁培义摄翁培义摄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武夷山国家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园：：

推进共推进共建共享建共享 守护万守护万物和谐物和谐

四川启动省级生态县创建
涉及六大领域 35项指标

黑龙江加强草原保护修复
落实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

新鲜速递

观鸟爱好者日前在新疆博斯腾湖附近的河道，拍到一只身披灰黑
色斑纹“大衣”的罕见水鸟。经专家鉴定，这是国内罕见鸟种——红喉
潜鸟。红喉潜鸟生活繁殖都在北极苔原一带，会来到我国沿海一带过
冬。专家分析，此次它出现在新疆博斯腾湖，属于一次偶然记录，有可
能是迁徙途中迷路所致。 刘哲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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