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20 年 2 月 2 日，在宁夏盐池县青银高速公路花马池出入口野生动物检查
点，工作人员检查即将驶出的车辆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再次
让人们认识到非法交易、 食用野
生动物可能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
隐患。 拒绝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
物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

非法猎捕、运输、经营
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
游的、土里钻的，都可能变成盘
中餐。 ”四川省广元市生态环境
局的张厚美说，穿山甲、果子狸、
蝙蝠、竹鼠、猪獾……对一些人
来说， 没吃过的都要尝一尝，吃
野味成了一些人的饮食癖好。

之所以吃野味，是因为个别
人宣传野生动物“大补”，营养价
值高，还有人觉得越稀有吃起来
越有面子。 在这种错误观念驱使
下，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
屡禁不止。 湖北荆门市爱鸟文化
研究会会长董玉清告诉记者，他
曾在某山区的乡镇看到一家“土
特产收购店”， 门前竖着一块广
告牌，写着收购老鼠、蛇、狗獾、
猪獾等动物。

对此乱象， 来自公益组织
“让候鸟飞” 的志愿者杨先生深
有体会。 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市
场，不仅有像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这样的线下交易，还有些商贩进
行线上交易。 前些年，在一些短
视频平台、 贴吧等网络空间，常
常能够看到捕猎或贩卖野生动
物的视频和照片，甚至有人“直
播打野”，吸引粉丝围观，博取买
家关注。 随着近两年各地打击力
度不断加大，不少商家开始转入
更隐蔽的空间，比如组建微信群
或 QQ 群，熟人拉客，线上交易。

“目前，非法捕猎、非法经
营、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问题仍
然存在。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
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说，有不法
分子使用毒药、电子诱捕装置以
及猎套、 猎夹等工具进行围猎、
网捕。 譬如，之前就有媒体曝光，
多地存在用灯光引诱或捕鸟网
猎捕过境候鸟的行为。

这次疫情发生后 ，1 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
村部、 国家林草局发布公告，决
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全国疫
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活动。 可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
子顶风作案，肆意捕杀、售卖、食
用野生动物。 比如，湖南省祁阳
县张某非法在网上经营野生动
物，当地职能部门现场查获了 10
只河麂冻体、1 头野猪冻体、10
只竹鼠冻体、57 只野兔冻体以及
17 袋 200 余羽鸟类冻体。

近日，记者在某搜索平台上
检索“捕猎器”，一些生产销售捕
猎器的厂家页面仍然存在，图片
显示有大型野猪捕猎机、捕野兔
机、狍子捕捉仪等装置。

杨朝霞表示， 在猎奇性消
费、炫耀性消费等不健康的消费
理念驱使下，为追逐暴利，非法
猎捕、运输、经营已经形成了一
条黑色产业链，对野生动物造成
严重威胁。

保护野生动物
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根据流行病学分析， 此次新
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可能是野生动
物。非法交易、食用是滋生病毒感
染的危险源。据了解，在武汉华南
海鲜市场就有多家商铺公开售卖
竹鼠、果子狸等野生动物。

俗话说，病从口入。 无论是
SARS，还是埃博拉病毒，都与野
生动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厚
美说，很多野生动物身上都有大
量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可能危
及人类健康。

“在捕捉、运输、储存及销售
过程中，相关人员都不可避免地
会接触到动物活体， 存在被细
菌、病毒感染的风险。 ”安徽合肥
市的王强说，更何况许多野生动
物的交易是通过地下渠道进行
的，没有经过卫生检疫，存在安
全隐患。

环保志愿者杨先生告诉记
者，有些商贩从猎捕者手上购买
野生动物后集中喂养，让它们长
重增肥。 但是集中喂养时动物容

易生病，商贩会把抗生素等加在
饲料中，养十天半个月之后送到
销售市场去。

滥食野生动物不仅可能对
人体造成危害，还会破坏生态多
样性。 董玉清认为，野生动物是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能单独
生存。 然而，少数人为牟取暴利，
疯狂掠夺野生动物资源，破坏了
生态多样性。 他说，现在一些野
生动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保护
野生动物刻不容缓。

“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
交易，已经不仅仅是生态保护的
需要，而且对公共健康的风险控
制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吕植认为，有必要把
野生动物交易和消费所带来的
风险上升为公共安全议题来看
待和管理，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
健康危机。

“每个人都应自觉抵制野
味，倡导健康饮食习惯。 ”四川眉
山市的朱小根说，保护野生动物
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进一步加强
职能部门之间联动

“逢年过节，一些城市的个别
菜市场野生动物交易十分活跃。 ”
董玉清说， 也曾有人举报过野生
动物非法交易行为， 但由于野生
动物保护涉及多个部门， 监管不
到位，乱象没能得到有效遏制。

环保志愿者杨先生回忆起
他去年在某农贸市场看到的场
景：“一些商贩既有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许可证，也有工商营业执
照。 表面上看合法，但你随便拿
一只野生动物，问他这动物来源
是哪里，他们都答不上来。 很多
动物的腿部明显就是被猎夹给
夹断的。 ”

“许多野生动物的人工养殖
成本是很高的。 有人弄了一个许
可证， 但实际上是从野外捕猎、
收购，再把野生动物卖出去。 ”吕
植说。

环保志愿者杨先生说，有关

部门给一些养殖场发放了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但某些养
殖场不具备规模化养殖的条件，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们便收购
非法捕猎来的野生动物。 像中部
某省，不少养殖场有野生水鸟的
驯养繁殖许可证， 但进村一问，
所谓“驯养繁殖”的野生水鸟是
从外地收购的。

吕植认为， 对这些行为，应
严厉打击。 一旦发现此类行为，
应吊销其许可证，依法惩处。

在具体监管上，也存在客观
困难。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
究员蒋志刚说：“有些人不是在
市场上公开卖， 而是转入地下；
有些是很‘精准’的点对点的交
易。 对这种隐蔽的交易方式，监
管部门难以查处。 ”

野生动物保护， 涉及林业、
农业、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
门。 譬如，对于饭店里滥食野生
动物以及农贸市场、电商平台的
交易问题，林业部门没有监管权
限，市场监管部门有监管权限却
难以识别野生动物。 杨朝霞认
为，应该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之
间的衔接，合作监管，联动执法。

“非法交易、消费野生动物
的成本比较低，而执法本身也有
难度。 ”吕植建议，野生动物主管
部门、 市场监督和执法部门、检
疫部门应联合行动，普查所有野
生动物市场和野生动物经营利
用单位现有的交易产品是否合
法，并对已经发放的野生动物特
许猎捕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进
行合法性审核确认。

重庆巴南区的赵正荣认为，
应加强对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
所、宠物商店、餐馆等的检查，严
厉打击乱捕滥猎和无证经营、驯
养、收购、运输野生动物等违法
犯罪活动。

完善立法
从源头杜绝非法交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
读者和专家学者呼吁进一步完
善立法，严格执法，从源头杜绝

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事实
上，针对滥食野生动物等突出问
题，野生动物保护法已有一些规
定。 比如，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禁止出售、购
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等。

虽然野生动物保护法从猎
捕、交易、利用、运输、食用野生
动物的各个环节作了严格规范，
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有必要进一步补
充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
滥食野生动物的力度。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保护的野生动物， 是指珍贵、濒
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 吕植认为，对于野生
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国家一级
和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的管
理机制相对严格。 但对于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具有重要
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非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来说，管理还存在
不足。“果子狸、獾、刺猬等‘三有
动物’非法捕杀、驯养繁殖以及
经营问题非常严重。 ”她认为，还
应扩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范围。

杨朝霞建议，适当拓宽禁食
野生动物范围，例如明确禁食蝙
蝠这类极有可能有食用风险的
野生动物。 另外，考虑中医药材
的需要和野生动物繁育产业的
健康发展， 应提高养殖技术、完
善检疫标准。

目前，还有不少人从事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行业。 吕植认为，
可以建立白名单，把允许养殖的
野生动物列清楚，没有列入白名
单的明确不允许养殖。 对企业、
养殖者也可依据其管理制度、卫
生条件、是否有违法记录等制定
白名单。“白名单的制定，需要严
谨科学。 ”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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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执法迈开腿 个人管住嘴

野味
� � 2019 年 10 月，广西警方查获的水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