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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动物如何“各安其所”？
洞庭湖畔候鸟“打劫”鱼塘，麋鹿逗留村庄……

野生动物走村入户 “会
餐”

“新华视点” 记者深秋初冬
时节在洞庭湖区采访时， 正值北
方候鸟南飞高峰期。

在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市、 益
阳市大通湖区以及西洞庭湖畔的
汉寿县 ， 记者看到 ， 广袤的原
野、 湿地上鸟群翔集， 它们自在
地觅食、 嬉戏， 其中不乏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和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
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 的鸟类， 例如鸬鹚、 白鹭、
小天鹅等， 此外还时常能见到白
鹤、 灰鹤。

记者发现， 湖区很多精养鱼
塘上严实地覆盖着一层网， 农田
旁竖立着身披布条的 “假人 ”。
在一些养殖甲鱼等名贵水产的池
塘边， 有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不
停地穿梭巡守， 以防止野生水鸟
“打劫”。

野生水鸟， 被湖区农户视为
种植、 养殖的 “天敌”。 “湖区
的鸟太多、 吃东西太猛！ 有的养
殖户价值几十万元的虾苗 、 蟹
苗， 在几天内被鸟群吃光， 大家
被搞怕了！”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
协会会长刘克欢说， 他家60亩鱼
塘也铺设了大网。

当地农民说 ， 鸟群大规模
“过顶”， 有时长达几分钟。 特别
是大量鸬鹚等从天上飞过时， 如
浮云般遮天蔽日。 鸟儿停落在田
间、 池塘觅食， “享用” 农作物
和人工养殖的水产。 鸟群过后，
农作物、 水产常常损失惨重。

在汉寿县岩汪湖镇武竺山村
的明珠种养专业合作社， 记者看
到一群鸬鹚停留在鱼塘内捕食。
合作社负责人戴鹏飞对此很无
奈： “鸬鹚数量众多并且天性灵
敏， 稍不留神， 鱼苗和一些小甲
鱼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有时一天
损失上千元。”

湖区基层政府时常收到当地
百姓 “野鸟开塘” “清空鱼苗”
等抱怨。 沅江市南大膳镇林业站
站长郭建明说， 有时一天接到十
几通电话 “报损”。

郭建明等人说， 农作物收获
时节， 在南大膳镇大东口村的农
田里， 常能看到乌泱泱一大片白
鹭、 鸬鹚。 它们不怕人， 连轰隆
隆的农机也吓不走， 甚至放鞭炮
都不怎么管用。 大东口村村民胡
小阳说 ， 一些野生鸟类爱吃油
菜、 玉米、 虾苗， “种一丘田有
时要播好几遍种子， 好不容易等
秧苗长大， 鸟群来过几次， 产量
就损失一大半。”

除了鸟类， 麋鹿等其他野生
动物也不时侵扰洞庭湖区农业生
产。

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兴隆管理
区种植大户陈菊香说， 麋鹿是国
家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 人绝对

不能伤害它们。 曾有30多头麋鹿
在村里 “赖” 了一个多月， 自家
15亩庄稼被麋鹿、 野鸡和野兔啃
得所剩无几。

沅江市森林病虫害防治保护
站站长熊立先说， 曾有一头麋鹿
在当地几个村庄停留了18个月，
“胡吃海喝” 后体重从约60斤长
至300斤左右。 当地农民为这头
麋鹿拍了不少 “写真”， 画面中，
这头麋鹿体型高大威猛， 在农田
里肆意踩踏、 啃食。

农业生产与野生动物活
动矛盾逐渐凸显

近年来， 野生动物 “出山”
“进村” “进城” 的新闻频现报
端。 这既体现了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措施有力 、 生态环境日益向
好，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局地
野生动物饱和问题。 洞庭湖区物
产丰饶、 鸟兽云集， 人与动物争
地矛盾逐渐突出。

洞庭湖区很多百姓、 干部介
绍， 在过去野生动物保护不力的
时候， 被利益或者食欲驱使， 在
候鸟南飞季， 有些人扛着猎枪、
拿着弹弓打鸟， 或者在候鸟迁飞
栖息处张网捕鸟， 更有甚者还用
拌有农药的诱饵毒鸟， 湖区野生
水鸟数量远不及现在。

如今， 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
深入人心， 法律执行严格， 捕猎
者销声匿迹。 特别是长江禁渔令
颁布和推行更严格生态保护措施
后， 湖区湿地生态功能得以迅速
恢复， 野生水鸟逐渐增多。

仅以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为
例 ， 野生水鸟种群数量明显增
多。 据观测， 保护区鸟类种数近
几年间从205种增长到226种。 近
年来， 保护区野生水鸟种群数量
平稳维持在3万只左右。

据悉， 目前在洞庭湖区 “打
家劫舍” 的动物， 大都是受法律
保护、 严格禁止捕杀的， 它们在
湖区觅食造成的农业损失事件频
发。

洞庭湖区各地提供的数据显
示， 2019年至2021年， 沅江市被
白鹭、 天鹅、 麋鹿等野生动物致
害的受损面积总计34.1万亩， 损
失金额6730万元； 常德市陆生野
生动物 （野猪 、 猪獾 、 熊 、 鸟
类 ） 2020年致害面积约 31.7万
亩 ， 经济损失估算3735.4万元 ；
另据了解， 益阳市、 岳阳市等湖
区的农业生产所受损失也很大。

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有道可循

受访洞庭湖区干部、 百姓普
遍表示， 野生动物大量增加， 有
力印证了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转
好， 应坚定不移继续实行严格的
保护政策。 与此同时， 要直面人
与野生动物冲突增多的挑战。

沅江市漉湖湿地保护与发展
事务中心副主任庄智、 南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沅江市管理局办公室
主任王龙等人认为， 广袤的洞庭
湖区容得下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
存， 关键在于 “各安其所” “相
安无事”。

一些专家说， 大部分野生动
物并不 “乐意” 与人类混居、 争
食 ， 当前出现的一些 “鸟兽入
侵” 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野
生动物生存需求尚不能得到较好
满足。 建议从国家到地方都加大
投入， 对麋鹿、 候鸟的食源地加
大保护， 丰富外湖食物源； 那些
原本属于鸟兽的生存空间如自然
保护区、 天然湖泊等， 应当严格
限制人类活动， 还水面、 湿地于
鸟兽。

业内专家建议：
———以生物多样性促生态平

衡。
湖区有的农户发现， 在田间

地头摆放人造猛禽， 或者使用蓝
牙音箱模拟猛禽叫声， 能产生一
定的驱鸟效果。

有专家表示， 当前一些地方
生物多样性正处于恢复早期， 需
要加强对野生动物活动情况监
测， 及时开展科学调控。 对于局
地种群数量较多， 且适宜迁移的
野生保护动物 ， 可适当迁地保
护； 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重点保护
或培育鸟兽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
种如鹰隼， 以生物多样性促进生
态平衡。

———推广运用合理的技防措
施。

记者看到， 近年洞庭湖区新
建的一些生产设施安装太阳能超
声波驱鸟器， 小范围内驱鸟效果
不错； 还有一些农庄、 渔场和果
园安装闪光陀螺棒、 亮光彩纸小
风车等， 既不伤害野生水鸟， 也
起到了一些保护农业生产的作
用。

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建议， 对
目前出现的技防措施应该开展研
究， 对直接危害野生鸟类生息的
要严格禁止， 而对合理的技防手
段则值得加以扶持和推广。

———建立健全可操作的补偿
机制。

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曾于2015年开展过一次鸟
损补偿工作， 对保护区及周边一
定范围内农田鸟损进行补偿。 全
程参与的野保专家彭平波说 ，
那次补偿效果不够理想。 “农户
一攀比，极易引发矛盾。目前国内
鲜见成功的鸟损补偿安排， 很有
必要探索制订相对统一的政策。 ”

沅江市漉湖湿地保护与发展
事务中心主任曹亮兵等建议， 进
一步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及野
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 制定相关
的法律法规； 建议国家、 省级层
面加大资金补偿力度， 或建立专
项资金， 维护湖区生物多样性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均衡。

据新华社

成群结队的候鸟把农田、 池塘当成 “食堂”， 造成农作物减产
甚至绝收； 珍稀动物麋鹿逗留村庄数月， 啃食、 踩踏农作物……近
年来， 随着环境治理和动物保护措施落实， 洞庭湖区的生态涵养功
能持续恢复， 野生动物种群规模扩大。 但随之而来的是， 野生动物
频繁进入乡村， 在农田、 鱼塘、 果园栖息觅食， 对当地人的生活、
生产造成干扰。

1月18日， 空气环境自动消毒机器人 “小创” 在合肥南站通过自
动识别路径进行喷洒消毒。 2022年春运期间， 空气环境自动消毒机器
人 “小创”、 智能防疫测温机器人 “大白”、 地面清扫消毒机器人 “小
德” 组成防疫 “天团”， 在安徽合肥南站上岗， 运用智能科技手段服
务春运疫情防控。 新华社发

“萌新”防疫机器人“天团”来喽！

新华社电 美国微软公司18
日宣布， 将以每股95美元收购游
戏厂商动视暴雪公司， 全现金交
易总价值687亿美元。 一旦按计
划完成收购， 交易将成为美国科
技公司史上最大规模收购， 微软
以收入计算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游
戏公司。

此次收购将包括动视暴雪旗
下许多标志性特许经营权， 其中
不乏游戏迷熟知的 《魔兽》 《暗
黑破坏神》 《守望先锋》 和 《使
命召唤》 等游戏， 以及通过美国
职业棒球大联盟进行的全球电子
竞技活动。

微软方面表示， 收购方案已
经获得微软和动视暴雪董事会批
准， 还需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并通过动视暴雪股东大会批准。
微软预计 ， 收购将在 2023财年
（始于2022年7月） 完成。

受此消息影响， 动视暴雪股
价18日大涨 ， 收于每股82.31美
元， 创近半年来新高。 另外， 游
戏巨头日本索尼公司股价当天下
跌超过7%。

相关业内人士分析， 微软收
购动视暴雪等游戏厂商， 是为了
加强与谷歌、苹果、亚马逊、“元”
公司（原脸书公司）等的竞争。

微软求购“魔兽”
或创美科技企业最大收购纪录

新华社电 由多个中国企业
组成的联营体日前中标菲律宾国
家铁路南线长途运输段一期工
程 ， 将承建菲律宾迄今里程最
长、 速度最快的铁路项目， 以完
善当地基础设施 ， 增强运输能
力， 满足出行需求。

菲律宾交通部18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 一期工程起点为内湖省
卡兰巴市， 终点为阿尔拜省黎牙
实比市， 全长380公里， 连接吕
宋岛南部多个省份 ， 是菲律宾
“大建特建” 重点项目之一， 项
目总额为1420亿菲律宾比索 （约
合28亿美元）。

声明说， 项目客运列车运营
速度预计为最高每小时160公里，
货运列车速度为每小时80至100
公里， 年发送旅客能力为1460万
人次。项目建成后，首都马尼拉大
区至南部比科尔大区的通行时间
将从现行的12小时缩短至4小时。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表
示， 这不仅是菲律宾迄今里程最
长、 速度最快的铁路项目， 也将
是中菲友谊合作的又一里程碑。
项目建设期间， 每年将直接创造
1万个就业岗位， 并带动相关行
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以促进项
目沿线经济发展。

中企将承建菲律宾“最长最快”国铁项目

美龙虾业期待中国市场春节红利
新华社电 美国媒体日前报

道， 尽管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受到
新冠疫情冲击， 但中国对美国龙
虾的需求并没有减少。 不少美国
龙虾出口商正加紧为中国春节备
货， 期待中国的旺盛市场需求带
来更多收入。

美联社17日报道 ， 2021年1
月至11月， 美国龙虾对华出口量
超过 6000吨 ， 同比增长约 6% 。
由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中
国对美国龙虾需求持续增长， 春
节期间需求尤为旺盛。

报道援引美国缅因州龙虾出
口商比尔·布伦斯的话说， 因新
冠疫情冲击物流供应， 出口龙虾
面临更大挑战， 但该州龙虾出口

商仍在为中国市场做充足准备。
布伦斯说， 疫情干扰下， 过

去两年春节向中国市场出口龙虾
一直有 “碰运气” 成分， “但我
已做好准备 ， 备好了货 ， 否则
（业务） 春天来得将更晚”。

美国海产品行业分析师约
翰·萨克顿表示， 今年中国春节
与北京冬奥会时间重叠， 可能进
一步推动海鲜消费， 对美国龙虾
行业是利好。

“今年春节的龙虾消费量肯
定会超过去年。” 萨克顿预计。

缅因州龙虾捕捞者协会主席
克里斯坦·波特说，今年海上捕捞
天气恶劣， 但向好的出口前景应
该能让渔民过一个体面的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