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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一件香港入境
旅客的可疑行李进入海口机场
检验检疫局旅检科检疫人员的视线。
在对可疑行李进行开包查验时，检疫人员赫
然发现一只巨大的帝王蟹。

起初，该旅客疑惑不解，认为检疫人员故
意刁难，反复解释帝王蟹只是作为馈赠礼品
携带入境。由于该旅客未主动对该物品进行
申报，且无法提供检疫审批手续及相关证明
材料，检疫人员耐心向该旅客阐明“未经检验
检疫的水生动物产品存在动物疫情疫病及食
品安全风险，水生动物产品一律禁止携带、邮
寄入境”等我国检验检疫有关规定，并出具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留验/处理凭证》，对这只
重达2.16公斤的帝王蟹进行了销毁处理。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稳步
推进，我省两大空港口岸国际航线增加了
18条，往来国家及出入境旅客随之增多，面
临外来动植物疫情传入的风险也日趋严峻。

外来生物入侵，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
景，而是真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为何要护卫国门生物安全？什么
是外来生物入侵？其入侵将带来哪些灾难
性后果？海南该如何积极有效应对，又有
哪些成功的经验？

看到大片槟榔树上都挂满了枯叶，万宁龙滚
镇龙楼村槟榔种植户陈桂枝心急如焚。

“从前年开始，槟榔的产量大不如前，去年下
半年开始甚至出现死株的情况。”问题究竟出在哪
儿？陈桂枝隐约想起前些年媒体曾大肆报道过的

“椰心叶甲”，这种长约1.5厘米的小虫几乎让椰子
树遭受灭顶之灾，想到这些，她不禁猛然一惊。

后来经专家确认，村里的槟榔树果然遭受了
椰心叶甲的攻击。这种虫害最早是在椰子树上
发现的，后来慢慢开始在包括槟榔在内的棕榈科
植物上发现。

据了解，椰心叶甲是海南有史以来危害最为严
重的外来生物，2002年在海口发现，截至2007年
已扩散至全省19个市县，染虫株数达334.5万株。

6月的海口，阳光与雨水充沛，水菜花从水中
萌发，在琼山区府城镇那央村池塘里开出洁白娇
嫩的花朵。那央村池塘，是水菜花在海南为数不
多的“家”之一。然而，这个“家”正在被水葫芦逐
渐“侵占”。

“水菜花是国家二级保护濒危野生植物，我国只
在海南海口、文昌、定安发现过有少量分布。水菜花
对水质要求高，是水质指示型植物。”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范志伟说，目
前我省各处零星的水菜花加起来估计不到20亩。

100多亩的那央村池塘，如今四周遍布着水
葫芦。“小时候，这岸边都是白白的水菜花，开花时
节，池塘一片白，非常壮观。”50多岁的村民王运
壮说，“后来，入侵的水葫芦逐渐覆盖了池塘，水菜
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我们也时常清理水葫芦，但
是清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水葫芦生长的速度。”

这只是外来生物入侵海南的两个例子。据环
保部和中科院2016年12月20日联合发布的《中
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四批）》，共列有18种外
来入侵物种，其中出现在海南的就有10种。作为
岛屿省份，海南有其特殊的生态系统条件，外来入
侵物种对海南生态系统造成的杀伤力难以估量。

“海南对外开放程度高，外来入侵生物对海南
的威胁在不断加大，其表现为外来入侵生物传入
频次加快、入侵种类多、危害重等特点。”热科院环
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正强说，从2000年
以来，海南发现的重要入侵物种有飞机草、薇甘
菊、假臭草、蟛蜞菊、螺旋粉虱等10多种。

自椰心叶甲登陆海南的那一刻起，一场
与椰心叶甲的战役就此展开。

作为棕榈科的一大杀手，小小的椰心叶
甲曾使300多万株椰子树受灾。每年4月
底到5月，是棕榈科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关键
期——椰心叶甲正处于“青春年少”。它个
头不大，总是集团作战，既贪吃又挑嘴，而
且只吃棕榈科植物最嫩的叶心，被它啃噬过
的叶子会出现失水现象，变得焦黄，受害严
重的棕榈植物会死亡。

面对外来入侵生物，海南科研工作者基
本采用3种控制策略：物理防治，即组织人
力，使用机械和工具，进行砍伐、铲割、打捞
等，但一般很难清除；化学防治，施用草甘膦
等除草剂，但其化学成分容易残存在土壤
里，造成土壤被污染破坏；生物防治，释放专
食性天敌，如昆虫、细菌等，对有害生物进行
长期的控制，时间较长，但控制能更彻底。

椰心叶甲的防治过程，也是对多种方法
有效性进行艰难探索的过程。

“疫情出现初期，采用喷灌疫树心部的
方法进行应急防治，起到了尽快压低害虫的

虫口密度，减缓疫情自然扩散的作用。”作为
植物病虫害防治专家的彭正强说，尽管该方
法能减缓疫情扩散，但对于许多高大的椰子
树，药水难以渗入疫树心部。

省森防站又在国家林业局的支持下，研
究出椰甲清粉剂挂包法，并于2004年开始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挂包防治法对控
制海南椰心叶甲疫情，特别是保景观防治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开展椰心叶甲应急防治的同时，以彭
正强为首的科研团队分别从越南和台湾引
进了椰心叶甲天敌姬小蜂和啮小蜂，并攻克
了人工繁殖难关，从2005年开始大规模进
行野外释放。截至2014年底，全省人工繁
殖和野外释放姬小蜂和啮小蜂达54亿只，从
根本上控制了椰心叶甲疫情。

姬小蜂和啮小蜂是寄生蜂。它们专门
将卵产在椰心叶甲的高龄幼虫或蛹内，在里
面孵化出幼虫，并且一直生活到成虫羽化飞
出为止，导致椰心叶甲的死亡。之后，它们
也会因为没了食物来源而饿死，不会对其他
植物、动物造成影响。

“景区、道路等以挂药包为主，快速灭杀
害虫，保护景观和遏制疫情沿路扩散；农村
地区和椰林成片的区域采取释放寄生蜂的
生物防护措施。”彭正强说，通过采取以释放
寄生蜂等生物防治为主、椰甲清粉剂挂包防
治为辅，分类施治的综合治理措施，通过多
年防治已经基本实现“有虫不成灾”的可持
续控制目标。

就在海南椰心叶甲“阻击战”取得全面
胜利之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研究所、省
农村环保能源站、热科院环植所、海南民间
生态环保公益组织“松鼠学堂”等共同发起
了“水菜花拯救行动”，防治水葫芦。

拯救行动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打桩围
网，将水葫芦拦截隔离在河道两边，为水
菜花预留出生长的空间；然后，再使用水
葫芦天敌水葫芦象甲，实施生物防控，抑
制水葫芦生长，专家们希望以此守护水菜
花的“家”。

“要从根本上消除水葫芦，还需要对湖、
河、池塘的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改善水质，还
水菜花一个干净的‘家’。”范志伟说。

9月的一天，上午11时许，从新加坡飞
来的3K817航班缓缓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在国际航站楼内的行李传送带旁，两
只检疫犬“希蒙”和“沫沫”在训导员的带领
下严阵以待。

11时10分，第一批行李运到，“希蒙”和
“沫沫”箭步跃上了传送带，在大大小小的行
李中穿行，用灵敏的鼻子“巡视”每一件行李。

这是两只检疫犬的一个普通工作日，也
是海南口岸启用检疫犬查验一年多来几乎
每天都要上演的情景。

“检疫犬助力查验，不仅弥补了人工查
验、X光机查验的不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动
植物及其产品查验的针对性和精确性。”海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疫监管处处
长黄宏辉介绍，在入境旅客通道实行“人-
机-犬”三位一体综合查验模式，将全方位提
高口岸检疫查验效能。

目前，我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通过实
施入境“人-机-犬”综合查验工作机制，重点
加强对运输工具、旅客携带物和邮寄物等高
风险产品的检疫监管，强化检疫准入、注册

登记、境外预检、隔离检疫，完善进境动植物
及产品检疫监管链条等措施，严密实施口岸
查验，严守国门生物安全关。

严守国门生物安全关还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要想做到严防死守，就必须
摸清“敌人”的入侵渠道，做到“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外来物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入侵。”黄宏
辉介绍，一种情况是请来的“客人”变成了“入
侵者”。如为发展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保护等目的，引进某一物种，到最后
却无法控制，导致外来物种泛滥成灾；另一种
情况则是以“偷渡”方式完成扩散。随着不同
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许多生物“主动”或

“被动”漂洋过海，到其他地方落地生根，其中
一些物种泛滥成灾，成为“入侵者”。

黄宏辉进一步分析，海南作为海岛省
份，看起来容易与外界隔绝，但实际上，漫
长的海岸线上却很难设立关卡，又地处改革
开放的前沿，贸易和旅游业发达，在各种经
济往来、人类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苗木、水
果、农作物会被带入境内，很容易造成外来

生物入侵。
由于检疫机制实行内检和外检分离，省

际检疫重大内检责任由农业和林业部门承
担，境外的检疫责任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负责。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生物安全查验
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检验检疫部门正在加强与农业、
林业、口岸查验单位等部门的生物安全共治
机制建设和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联动机制，
加强技术交流和信息互通，采取针对性措
施，提高辖区进境有害生物检出率。此外，
通过对监测发现的外来入侵生物，及时启动
风险预警及应急处置措施，加强与地方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合作，实施联防联控，妥善处
置风险。

“只有打响防止外来生物入侵的‘人民
战争’，才能真正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地
域之外。”黄宏辉表示，通过深入开展国门生
物安全“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邮轮、进
客舱”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民众遵守国
门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生态安全的意识得到
了显著增强。

今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一带一
路外来入侵植物与防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
举行，吸引了8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

“牛蒡作为外来的入侵植物，遍布埃及各地，
导致当地土壤水分加剧挥发，影响农作物的生
长，埃及却并没有一味消灭它。”埃及亚力山卓大
学Salama Mohamed El-Darier 教授分享了
埃及对入侵物种优势应用的研究案例。

通过转换思维，埃及对牛蒡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它具有抗菌和抗氧化的优势，同时还对人体
的肝功能有改善作用，从而使牛蒡从入侵植物变
为有药用价值的益草。

在国外，早在几年前水葫芦就被应用到了造
纸、燃料、食品等领域。据了解，与藤条相比，水
葫芦茎秆的柔韧性更好，防水性也强。一款水葫
芦沙发在美国能卖到120美元。

在江苏常州，水葫芦一度成了“抢手货”，当
地渔民将打捞的水葫芦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进
而发电。利用水葫芦作原料产生的沼气，其甲烷
的含量可达到65%以上。

广西阳朔利用福寿螺饲养生态鳖，在养殖高
峰期面积曾超过900亩以上，形成独具特色的一
大产业，同时还创建了漓江甲鱼等品牌，每斤价格
可达120元以上。这不仅给养殖户带来了经济效
益，促进了当地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
有效地控制了外来生物福寿螺对农业生产带来的
直接危害和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海南也正在进行同样的尝试。“物种本身无所
谓有害还是有益，关键是人们如何去对待。”在热
科院的专家看来，入侵物种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很多外来生物当初被引进时，都具有某些
方面的“特长”，水葫芦曾被广泛使用于猪饲料
中，飞机草也是很好的绿肥原料，后来因为有了
更好的替代品被遗弃，造成在自然界疯长的失
控局面。

经研究发现，根据飞机草药理作用可将其开
发研制成药膏，主要用于止血、皮肤创伤等治疗，
还可以从飞机草中提取出杀虫抑菌的有效成分
制成喷洒剂，用于杀虫灭菌。此外，飞机草还能
分泌感化物质用于制成除草剂，在农业生产上还
可以利用飞机草来沤肥，作为绿色有机肥。

据了解，热科院的技术人员正在研究通过
机械压青，将水葫芦用作绿肥或投入沼气池，达
到化危为安、变害为宝的效果，并以飞机草这些
植物中的活性成分，研制使害虫拒食的植物保
护剂。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莫等“成灾”时。不可否
认的是，我省对外来物种利用的相关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距离产业化依然任重道远。

专家建言，在有些外来物种泛滥成灾的现实
下，应趋利避害，把生物资源利用起来。不妨把
每年投入消灭有害生物的巨额资金，拨出一部分
作为扶持基金，投入给相关企业和研发机构，引
导有害外来生物再利用工程的推进，发挥其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同比分别增长

地中海实蝇
原产于西非，现已分布在六

个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国目前还未有分布的记录。主
要危害柑橘、苹果、梨等水果和
茄科蔬菜。成虫在果上产卵，幼
虫取食果肉，还可导致植物细菌
和真菌病害发生，有“水果头号
杀手”之称。

红火蚁
原分布于南美洲，现入侵范

围广泛，为极具破坏力的入侵生
物。红火蚁有攻击性，毒性较强，
对人有攻击性和重复蜇刺的能力，
人被其蜇伤后会出现火灼感和痒
感，还会出现红肿、起水泡等症状，
严重者甚至发生休克、死亡。目前
红火蚁在国内7个省区、169个县
（市、区）内有发现。

薇甘菊
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现

已广泛传播到亚洲热带地区。
薇甘菊是一种具有超强繁殖能
力的藤本植物，攀缘并缠绕幼
树、农作物或其他植物，通过竞
争或他感作用抑制其生长而使
其死亡，因此被列入世界最危险
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薇
甘菊被列入中国首批外来入侵
物种。

椰心叶甲
是一种重大危险性外来有

害生物，具有繁殖快、破坏性强
和防治难度大的特点。主要危
害椰子为主的棕榈科植物，危害
最幼嫩的心叶，叶片被害后枯
死，严重时导致植株死亡。

芒果果核象甲
危害芒果的三种重要害

虫之一。成虫产卵于幼果果
肉内，幼虫孵化后，钻入芒果
果核内危害，被害果核充满黑
褐色虫粪，果核便失去萌发能
力，受到危害的果肉和果核失
去食用和种用的价值。该虫
可随芒果的果核或成熟的果
实四处传播，并侵蚀其他健康
果实。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通讯员 卢荔

外来生物入侵风险趋外来生物入侵风险趋高高，，我省多措并举编织我省多措并举编织立体防护网立体防护网

海南已发现10多种重要入侵物种，以
椰心叶甲危害最为严重

鸠占鹊巢

对椰心叶甲的防治过程，就是海南对多种方法有效性进行艰难探索的过程正面交锋

建立综合查验机制，摸清“敌人”入侵渠道，变被动为主动严防死守

铸造国门生物安全之盾

（数据来源：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今年1月至10月
我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人员

万人次

禁止携带进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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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种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何
化危为安、变害为宝

思维转换

万批1.06截获

63.58%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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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洋浦举行口岸突发性生物涉恐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海
南
截
获
的
旅
客
擅
自
携
带
入
境
的
帝
王
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