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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 美味

保住山头
海南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是海南长臂

猿、海南坡鹿、金钱龟、穿山甲等濒危或珍稀野
生动物的繁衍栖息地，海南也是东亚——澳大
利亚候鸟迁徙重要通道。海南保护野生动物
工作责任重大。

2 月 29 日上午，鹦哥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符国强
骑着摩托车进山巡逻，工作用具
除了摩托车以外，符国强还要带
上 20 公斤重的背包，里面装着
干粮、衣物和水，他要沿着山路
巡逻，巡查是否有砍伐森林、烧
荒草、非法打猎野生动物等行
为，经常一进山就是好几天。

符国强所巡护的鹦哥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海南岛的生

态核心区域之一，也是连接白沙

黎族自治县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的卡点之一，除了日常巡逻

以外，符国强和他的同事平时还

要负责在管护辖区内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宣传。

“虽然说现在管得严格了，

我们本地村民已经不再进山打

猎、抓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担

心会有不法分子进山捕鸟，设套

抓捕小鹿、野兔、野猪等野生动

物。”符国强说，保护野生动物是

护林员的工作职责之一，每天护

林站都会派护林员进山巡逻，密

切监测、收集野生动物活动情况，

并在一些生态核心区域主要的交

通要道设卡检查，严厉查处猎捕、

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行为。

“喂 ，12345 热线吗？我发

现海口琼山大道附近发现有人

捕鸟！”“我在我家附近发现有猫

头鹰，请派人前来处理，希望能

把它妥善保护起来。”……“近

日，12345热线接到的举报非法

抓捕、经营野生动物线索比以往

多。”3月 2日，海口市林业局林

业执法支队支队长韩远军，一早
就出门忙着到农贸市场、餐饮
店、野生动物养殖所等场所巡
查 ，然 后 还 要 核 查 市 民 拨 打
12345 热线举报野生动物的有
关线索，解决各种相关问题。

野生动物的保护极其重要，
尤其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病毒传染源的矛头再次指向野
生动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作
为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部门，省
林业局1月 23日起全面暂停了
全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相关审
批工作，并对可能携带新型冠状
病毒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进
行摸底排查，同时建立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日报告制度。

1月26日，一场“春雷行动”
在全省开展，全省各市县森林公
安部门、林业部门、市场监管部
门等联合出击，对各市县的野生
动物集贸市场、驯养繁殖
场所、花鸟市场、
经 营 或 加

工野生动
物的窝点、宾
馆、饭店等场所开
展搜查，严厉打击非法
猎捕或杀害野生动物
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侦
破了一批相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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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动物的呼声在社会上一直都
有，2003年“非典”发生以后，我
国大多数省份包括海南也开展
了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食用野生
动物等行为。史海涛等我省生
态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曾提出
海南要通过立法全面禁猎、禁食
野生动物的建议。

对于禁食野生动物、保护野
生动物的倡议，海南积极响应。
近日，我省向社会公布《海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
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
意见稿中提出拟将海南全省划
为禁猎区，禁止猎捕、杀害野生
动物保护法中规定保护的野生
动物，对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一、二级）、本省重点保护的
野生动物（省级）、国务院林业主
管部门公布的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等4类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全面禁止生产、经

营使用和食用。
据介绍，《海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
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仅是初
稿，征求社会意见之后，还会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通过的
《决定》做相应的修改，并制定相
关的工作实施方案。

据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决定》的出台实施，以及之
后《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后，可
能会给我省部分饲养动物的农
户带来一些经济损失，我省司
法、林业、农业等相关部门将联
合讨论如何帮助受影响的农户
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并根
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相
关的工作实施方案待与《海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
稿）》一并报送省政府审议通过
后，将会向社会公布。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
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2
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当日实
施，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禁止和严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
为。这一防疫阻击战里的“最严禁令”，引起极大关注。我省积极利用法治方
式，对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说“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病毒源头”“野生动物”“野味”等字眼成为关注热
点。3月3日，是第七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在全国各地严防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社会高度关注滥食野生动物威胁公共卫生问题的当下，第七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的主题引起广泛共鸣。

“拒绝食用野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这一决定得到广大群众认同。

海南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当前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控，
管住山头、管住嘴显得尤为重要。据了解，我省也即将出台相关

法规落实全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更严厉的惩处，向
非法捕猎、滥食野生动物等行为宣战。

除了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行为以外，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
声音也越来越多，从生态学研究
领域的专家学者、环保主义者再
到林业工作者，甚至普通市民，都
倡议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野
生动物。

“有人觉得食用‘野味’可以大
补，但实际上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
带未知病毒，而且鸡、猪等家禽肉
类在营养价值上也足以满足人类
的身体需要，何必还要吃其他动物
呢。”海口市民谢林认为，市场上的
家禽肉类更有安全保障，而且我国
烹饪方式多样，日常的家禽肉类完
全可以满足“吃货”们的需求。

“食用野味是一种社会陋习，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
园，也是千千万万野生动物的家
园。”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家
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

两栖爬行动物学首席科学传播专
家史海涛说，科学研究证明，物种
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是紧密
相关的，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大
自然生物多样性，也是保护人类
和公共健康。

1月23日，省林业局向社会
发出拒食野生动物倡议书，提出
自觉抵制食用野生动物从餐桌做
起，摒弃不良饮食陋习，树立饮食
文明新风尚。呼吁群众，如有发
现捕捉、运输、加工、销售、食用野
生动物行为，可向林业部门举报。

“不碰不吃‘野味’已成为广
大群众的共识。”省林业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日全省各地媒体和
相关部门通过广泛宣传野生动物
保护知识，让不碰不吃野生动物
的理念入脑、入心。近期各市县
查处的非法猎捕和经营贩卖野生
动物案件大大减少。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科
院动物研究所发布题为《对“野
生动物”一词的认识》的调查问
卷，除去个人信息部分，第一道
题就让很多人犯难——您认为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里所指的

“野生动物”，可以用以下哪个词
代替？A、野生动物物种；B、野
生的动物；C、野外的动物；D、自
然里的动物。

接下来的题目更“烧脑”：鸟
笼里欢唱的画眉鸟儿是不是野
生动物？家养的乌龟或蟒蛇
呢？公园里的猴子或孔雀呢？
度假村供人围观的羊驼算不
算？居民区出现的刺猬、超市水
缸里待售的波士顿龙虾呢？

除了问卷中令人“傻傻分不
清楚”的选项，很多网友也表达
出自己的困惑：鹌鹑能吃吗？牛
蛙能吃吗？四川人爱吃兔子，兔
子算不算野生动物？……如何
区分野生动物，可能很多人还不
是很清楚。连日来，“哪些动物
能吃”也成了网民热议的话题。

2月 20日，“禁售牛蛙”
的话题还上了微

博热搜，热

爱美食的
“吃货”网民

对此开展了热烈
讨论，他们探讨，全面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后，到底
哪些动物还能吃？

按照有关定义，野生动

物指的是大自然环境下生长且
未被驯化的动物，猪牛羊鸡鸭鹅
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已成为家
畜家禽，不属于野生动物范畴。

而比“吃货”网民们，更为焦
虑的还有处在虎纹蛙、果子狸、
眼镜蛇、竹鼠等野生动物养殖产
业链上的农户、商家。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公布了禁止交易、食用
野生动物的《决定》后，这些野生
动物养殖产业链上的从业者或
将面临停产转业。

“政府作出的决定我们当然

是要执行，可是现在养殖的这些

果子狸怎么处理？以后我们又

如何谋生？说实在话，确实不知

道该怎么办。”在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大林村道楠村民小组村民吴

雄说，此前他与其他村民合作

的果子狸养殖合作社，已经配合

林业部门暂时封闭，停止销售。

而近日媒体又在报道我国要全

面禁止交易、食用野生动物，更

是让他迷茫。

疫情让大众对野生动物保

护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但野生动

物保护的初衷，并不局限于疫情

防控。《决定》公布后，地方性法

律法规正在做相应修订，行业专

家学者相继呼吁，农业、林业部

门要尽快出台配套的处理意见

和实施细则，要做好野生动物保

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和“三有”动物名录亟待“扩
容”和调整，可设立动物可食用
的“黑名单”“白名单”，以此形
式明确可食用和非可食用名
录，提高野生动物保护的可执
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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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住嘴巴

市场上的家禽肉类更有安全保障，而且我
国烹饪方式多样，日常的家禽肉类完全可以满
足“吃货”们的需求。

啥是“野味”
鹌鹑能吃吗？牛蛙能吃吗？兔子能吃

吗？杜绝“疫从口入”，先得让大家知道“啥是
野味”。

拟将禁猎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已公布，将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意见稿中提出拟将海南
全省划为禁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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