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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走进公众
视野。珍稀动物为什么频频出现，
我国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现
状如何？ 怎样进一步加强保护？

珍稀动物频频露面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
王岭片区腹地， 高挺的笔管榕
树上， 一只雌性海南长臂猿蹲
坐着， 怀里抱着一只刚出生不
久的幼猿。“小崽在母猿怀里，
好着呢。 ”透过望远镜，长臂猿
监测队队员郑海强捕捉到这样
的场景。

这只让郑海强挂念的幼
猿，是今年 1 月刚刚诞下的。 近
几年， 这样的喜讯频频传来：
2020 年 8 月幼猿“平平”出生，
去年初“猿海”“猿南” 相继出
生，今年猿群又添新丁。 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 2019 年启动
建设以来，海南长臂猿已连续 3
年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不足 10 只， 稳定
恢复至 5 群 36 只。

作为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脊椎动
物种类达 7300 多种， 已定名昆
虫达 13 万种。 近年来，通过栖息
地保护、拯救繁育等措施，野生
动物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从热带
雨林到青藏高原，从东海之滨到
西南腹地，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
频频露面，尽显自然之美、生态
之美。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微笑天使”长江江豚回来

了。 5 月 26 日，志愿者在赣江江
西南昌段扬子洲水域拍到了江
豚产仔的画面，视频里，成年江
豚环游在幼崽周围， 逐浪嬉戏。
“以前这里的江豚只有 3 头，现
在已有近 20 头。 ”江西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自然教育与志愿者委
员会主任余会功说，为了保障江
豚安全分娩，当地政府成立护卫

队，日夜守卫。 最新监测发现，鄱
阳湖江豚数量已经超过 700 只。

分布范围越来越广。
江西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

胜区上清镇护林员肖冬样，每天
都沿着石梯下到泸溪河边，查看
河道生态环境。 在鹰潭，中华秋
沙鸭 10 多年前首次现身泸溪河
后，栖息地范围不断扩大，信江
支流泗沥河、晏谷河与主河道交
汇处等地都发现它们的身影。
“最多时拍到 140 多只， 约占全
球种群的 10%。”肖冬样说，“中华
秋沙鸭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质
量要求很高， 保护好绿水青山，
才能接待好这些‘稀客’。 ”

新物种、新记录种接连面世。
5 月 22 日，中科院生物多样

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2022 版， 收录物种及种下单
元 138293 个，更新生物物种“家
底”。“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增长非
常快，15 年来增加了近两倍。 ”中
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马克平介绍。 去年，国
内共新发表脊椎动物 95 种，其
中新物种 80 种、 国家新记录种
15 种， 新增物种的分布涉及 30
个省区市，其中云南有 32 种。

近年来，我国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
取得新成效：

野生大熊猫种群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 1114只，增加到 1864
只；亚洲象野外种群从 1985 年的
约 180 只，增长至 300 只左右；朱
鹮从 1981 年发现时仅存的 7 只，
发展至野外种群超过 6000 只；藏
羚羊野外种群由上世纪 90 年代
末不足 7 万只，恢复到 30 万只以
上；多地监测发现穿山甲活动，中
华穿山甲种群逐步恢复。

“我国朱鹮、亚洲象、藏羚羊
等 100 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的种群数量，已基本扭转持续下
降的态势，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发

展态势。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司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自然保护地行之有效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体
形健硕的东北虎摇头晃脑，步伐
矫健，黑熊、梅花鹿等觅食奔走，
原始大森林里好不热闹……“天
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记录下
这一幕幕动人场景。

地面红外相机昼夜监测，天
上遥感卫星观测，空中无人机巡
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实
时监测大面积覆盖，已获取超过
2 万次虎豹监测影像。“目前，园
区内生态持续向好，虎豹种群数
量稳定增长。 2017 年国家公园试
点以来，监测到新增幼虎 10 只，
野生种群数量达 50 只左右；新
增幼豹 7 只，野生种群数量达 60
只左右。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
理局局长赵利说。

山清水秀的自然保护地，是
野生动物安然栖息、自由生长的
乐园。“加强栖息地保护，建立自
然保护地，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保护生物
多样性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
的措施。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
员会原常务副主任蒋志刚表示。

近年来，我国着力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等
第一批国家公园，已建立各类自
然保护地近万处，各类自然保护
地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有效保护了 90%的植被类
型和陆地生态系统、85%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同时，我国率先在国际上提
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初
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 25%，
有力保护了珍贵、濒危物种及其
栖息地。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司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目

前， 我国建设了野生
动物救护中心、 野生
动物基因库等一批救
护繁育机构， 繁育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 400
多种， 成功放归大熊
猫、朱鹮、林麝、黑叶
猴等物种， 在野外一
度消失的普氏野马、
麋鹿重新建立了野外
种群。

生态环境部于
2011 年启动建设全国
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每年获得 70余万条观
测数据，并以此构建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
管数据库。“这些第一
手数据，反映了重点区
域物种多样性变化，为
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
现状及威胁因素、制定
政策措施，提供了技术
支撑。 ”生态环境部自
然生态保护司生物多

样性保护处处长井欣介绍。

严格执法保护野生动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今年 4月 9日起施行。

非法贸易是野生动植物主
要致危因素之一。 2016 年，国家
林草局牵头建立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目前，成员单位已从最初设立时
的 22 个扩大到 27 个。

我国用最严密法治、最严格
执法，守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
法、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生
物安全法……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颁布、 修订了 20 多部生物
多样性相关法律法规，覆盖野生
动植物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生
物安全等领域。

“我国形成的以野生动物保
护法为核心，以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制度、栖息地保护和禁猎
区（期）制度、经营利用全环节严
格监管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野
生动物保护规范体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
自然保护学院教授时坤说。

2017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等
部门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
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保护野生
动物栖息地。 生物多样性保护被
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
畴。“多项硬招实招压实了各级
政府及部门的责任，基本扭转侵
占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
趋势，对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犯
罪行为形成高压态势。 ”井欣说。

保护生物多样性，离不开全
社会的积极参与。 自 2016 年起，
在国家林草局支持下，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每年都组织志愿
者开展“护飞行动”。 截至目前，
已累计开展活动 1.5 万余次，参
与志愿者达 10 万余人次， 救助

野鸟 13.2 万多只。
近年来，生态环境、林草等部

门持续开展主题科普宣传活动，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进课
堂、进社区、进机关。 全社会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 保护野
生动植物、“拒食野味”蔚然成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鉴于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和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
生物区系的独特性、 多样性，我
国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威
胁程度仍较高。 ”蒋志刚说，保护
拯救濒危物种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栖
息类型多样、分布区域大多偏远，
部分物种尚未摆脱灭绝危险，处
于濒危状态， 野生动物栖息地修
复、 生态廊道建设等仍需有力推
进。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司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需要全
面详实的科学数据来支持。 时坤
建议，加大科研投入，加大物种
资源调查监测力度，进一步科学
评估种群状况。 井欣表示，要持
续推动野生动物监测网络建设，
开展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将有关
数据纳入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监管数据库。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十四五”期间，将实施国家
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和野生
动物保护工程，对大熊猫、东北
虎、 中华穿山甲等 48 种极度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继续实
施抢救性保护，划定并严格保护
重要栖息地， 连通生态廊道，使
重要栖息地面积增长 10%。今年，
将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功
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
公园。

“要做好每个国家公园的规
划，分区实行差别化管控。 把生
态系统的关键地区、生态敏感区
和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划
进核心保护区。 ”国家公园研究
院院长唐小平说，同时，要鼓励
和吸引当地居民参与国家公园
的保护和管理。

专家指出，野生动物种群数
量不断恢复，野猪等物种局部种
群过大， 人兽冲突逐步显现，这
一难题需着力破解。“保护野生
动物，不应以损害当地居民的利
益为代价。 ”蒋志刚说，要加大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以及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
制，让当地居民从野生动物保护
中获益， 吸引他们主动参与，真
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确
保珍贵、濒危物种种群及栖息地
安全，严格执法监管，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引导公众自觉抵制违
法行为、支持保护工作，形成社
会各界共同保护的良好局面。

（据《人民日报》）

珍稀动物为啥频频现身？
在云南西双版纳，去年北移南返的亚洲象在热带雨林里安然栖居。 这群亚洲象的北上及返

回之旅备受瞩目，人们呵护关爱象群、人象平安的一幅幅画面温暖人心。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最新监测显示，我国首只成功救护并放归自然的野生东北虎“完达

山 1号”，野外生存状况良好，正逐步适应放归地环境。
在青藏高原，一批又一批藏羚羊通过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动物通道，向产仔地可可西里卓乃

湖进发，开启迁徙产仔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