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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动物，公益组织邀请佛教团体加入
� � 11 月 10 日， 中国绿发会微
信公众号转发了一篇题为《多家
公益组织联合邀请佛教团体加
入救护野生动物保护行列》的文
章。文中谈到，“双 11”前，野生动
物保护前线志愿者发现，禁猎工
具在网络平台上大肆贩卖。 在淘
宝、京东、微店三大平台中，淘宝
售卖非法捕猎工具的情况最为
严重。 仅粘鸟网一项，淘宝热卖
前十商家月销总量就超过 14000
笔。

为此，多家公益组织联合发
声，希望各大网络平台能够加强
对贩卖禁猎工具的管理，向执法
部门举报，同时希望邀请佛教团
体一起发声呼吁。 公益组织也希
望以此为契机，未来在野生动物
保护领域与佛教团体展开不同
层面的合作，打造野生动物保护
公益组织与佛教团体的联络平
台。

近年来，媒体曝光了多起非
法猎捕野生动物以及盲目放生
导致动物死亡、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的案件。 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
以及公益组织不懈的努力，公众
逐渐意识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
重要性，但由于盗猎、贩卖野生
动物等行为分布广泛且非常隐
蔽，仅仅依靠单一的力量并不足
以阻止这些违法事件的发生。 此
次公益组织联合发声，希望邀请
佛教团体加入，或许能够从不同
视角推进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
发展，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力。

除了大熊猫， 没有哪种动
物是安全的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环保
益家人专项基金负责人吴婷是
《多家公益组织联合邀请佛教团
体加入救护野生动物保护行列》
一文的作者，也是最早发出此项
倡议的代表。 目前已有中国绿发
会濒危物种基金、让候鸟飞公益
基金、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传统公
益基金以及北京联益慈善基金
会环保益家人专项基金等公益
组织加入并响应。

在吴婷看来，野生动物保护
目前仍处于相对空白的阶段。 她
给记者列举了一些目前较为常
见的野生动物所遭遇的危险：如
候鸟迁徙季节，有很多人在田地

里架设捕鸟网或捕猎夹；在深山
里，有人用电网捕捉野猪，或是
用其他盗猎工具捕捉蛇、 老鹰、
青蛙等，在江河里电鱼或放置迷
魂阵等。

另外她还提到，目前有很多
养殖场或水产店，利用合法的养
殖证、 经营许可证作为幌子，私
下收购、 贩卖大量的野生动物；
在 QQ 或微信群里，有大量贩卖
野生动物的交易息，在淘宝等大
型网购平台还存在很多售卖非
法盗猎工具的信息。

“因为森林公安人数极少，
他们的职责又多，野生动物的巡
护工作他们很难做，只能在接到
举报时才能出警。 而其他职能部
门，如公安、工商局等对野生动
物保护的相关知识不了解，即使
在市场了遇到贩卖野生动物的
情况也很难查处，导致野生动物
的保护在目前处于相对空白的
阶段。 ”吴婷谈道，“虽然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正式实
施， 对很多领域都做出了规定，
但实际上有很多条款都没有很
好地被执行。 ”

中国绿发会濒危物种基金
秘书长邵文杰则坦言， 在中国，
除了大熊猫这样的明星物种，几
乎没有哪种动物是安全的。“即
便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因为栖息
地破碎生存也很艰难， 比如江
豚；还有因过度利用导致濒临灭
绝的穿山甲等。 野生动物盗猎问
题远没有解决，很多濒危物种根
本没有保护措施。 而因为驯养许
可的政策，部分野生动物正在面
临被驯养导致的灭绝。 此外，林
业执法相对薄弱，没有主动执法
的理念……这是我观察到的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状，如果用
一个词语来形容，那就是千疮百
孔。 ”

然而， 野生动物保护很难
进入大众视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八条提到，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
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
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志
愿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

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活动。 然而
在现实中，这一点实现起来也并
不太容易。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很难进
入主流人群的视野。 有些喜欢玩
鸟的老人家甚至觉得志愿者举
报非法鸟市是多管闲事，所以我
们在生活中很难展开相关的对
公众的科普活动。 ”吴婷告诉记
者，其所在公益组织曾想在北京
开展护鸟宣传，但联络了两家公
园被都婉拒了，“一家是因为周
六日不接待团体活动，一家则说
年底没有此意向……”

实际上，动物保护公益组织
开展的活动远不止这些，甚至还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据邵文杰介绍，民间保护野
生动物的做法很多，包括通过做
社区工作促使栖息地保护的，也
有做野生动物救助、野生动物非
法贸易调查的，还有反对动物表
演的，有做栖息地破坏调查和干
预的，也有做研究和教育的。 但
更多的民间组织或草根组织，做
的最多的是一线的巡护和反盗
猎。

“因为比起其他问题，这是
最严峻也最迫切的问题。 在日常
的巡护和走访中，他们经常发现
数吨的保护动物在冷库中等待
运输，他们经常发现数万只鸟在
鸟笼里，他们经常也经常发现数
万米的鸟网，还有遍布森林里的
电网和钢丝套。 这些民间组织经
常和违法者争分夺秒地战斗，协
助或者督促森林公安执法，这也
是中国动物保护者的日常。 ”

而另一方面，少数打着宗教
旗号的名义组织的不科学放生
行为也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引发
公众效仿。 吴婷表示，这也是环
保公益组织在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挑战。
“因为一次放生需要收购大量的
动物，买卖的越多，则捕捉的越
多，导致形成非法放生利益产业
链，加剧了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
的困难。 另外，即便放生的是养
殖物种，大批量放生也很容易造
成外来物种入侵，打破原有的生
态平衡。 ”

佛教资源未来可能是公益
圈的一个突破口

灵山慈善基金会项目总监
刘艳峰表示， 在动物保护领域，
佛教跟公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如果联合起来则能够在信仰和
道德、公益等层面影响不同的群
体， 而且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力。“佛教领域的资源未来可能
会是公益圈的一个突破口，这个
群体基数大、有信仰，而且资源
多，如果能有些现代公益的引导
肯定会有不小的突破。 ”

目前，中国绿法会濒危物种
基金、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无锡
灵山慈善基金传统公益基金、北
京联益慈善基金会环保益家人
专项基金，已经联合发出招募佛
教团体加入的帖子，一方面是希
望总结当前野生动物所处的现
状，让他们了解当前野生动物面
临的困境，发挥自身力量救助生
命， 协助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佛教团体谨
慎举办大规模的放生行为，动员
更多人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志
愿者。

据记者了解，上述公益组织

提到的佛教团体主要包括寺院、
居士团、佛教基金会等，他们的
影响力不可小觑。 今年 99 公益
日期间， 灵山基金会支持了 20
余家具有一定佛教背景的慈善
机构参与筹款，筹款额达到 2500
万元。 此前刘艳峰接受记者采访
时也表示，他们也期待这些机构
通过面对公众筹款，倒逼公益产
品设计执行能力的提升，同时带
动更多信众参与到现代慈善中
来。 而这一点也是其他机构无法
做到的。

不过，虽然倡议发出已有一
段时间，但就目前来看公益组织
方面得到的反馈并不太理想。 刘
艳峰也表示，佛教的资源调动需
要进行更多的线下沟通、线下寻
找， 通过更加温和的方式进行。

“类似的事情应该建立在共同的
价值观念或者共同的语言体系
基础上，需要了解彼此的文化和
沟通方式等。 ”

吴婷告诉记者，公益组织应
该看到佛教团体所具有的独特
优势。 下一步，他们将对宣传策
略进行调整，探索更恰当、更容
易让佛教团队接受的方式，增进
双方互相了解，进而让更多团体
加入野生动物保护行列。

� � 11 月 24 日，在江西鄱阳湖黄金咀附近湖洲上，志愿者录取江豚
死亡资料

今年 99 公益日前夕，多家公益机构联合举办佛教公益慈善机构 99 公益日实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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