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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蛇者说：放生还需“因地制宜”
� � 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位
于距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约 2 公
里的地方，该村周围山林丛生、植
被茂盛， 全村三四百人大多以种
地和养殖为生，生活平静安宁。 5
月 31日这一天，一件前所未有的
事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搅
得天翻地覆———一帮北京客来到
这里放生了 2000 余条蛇，随即这
里蛇患成灾。在接下来的 7天里，
村民们上演了一场“人蛇大战”的
动作大片， 共捕蛇一千余条并将
其全部杀死、集中掩埋，村民们不
再谈论“今天你农忙了吗？ ”而是

“今天你捕蛇了吗？ ”

村里来了“不速之客”

5月 31日， 修路工老曹像往
常一样在苗耳洞村修着村里路面，
迎面驶来 9辆汽车压过老曹修过
的路面，汽车自身吨位不一将老曹
刚平整过的路面碾压出数条崎岖
凹凸的形状。老曹望着他们行去后
翻起的重重尘灰， 嘴里念叨着，随
后又重新平整起路面来。

干了会儿活想休息，老曹看
见车队在不远处一块河旁空地
里停了下来，车上一一下来的人
手里有的拿着泡沫箱子、有的拿
着蛇皮袋。 这些人来这干什么
呢？ 出于好奇老曹上前一看究
竟。 这一看可把老曹吓坏了：这
箱、袋里装的全是一条一条的活
蛇，大、小、颜色均各异，难道他
们要在这放生？ 这里离村民居住
地太近，放生后果不堪设想。 当
时正值中午 11 点多， 村民大多
都干完农活回家休息，很少有人
经过这里，老曹立即将这一情况
通知给当地村民，这一消息在乡

间传开后，村民们纷纷来到此地
围堵这帮放生客。

“妈呀，看到这场景老吓人
了，这么多蛇，我都还是头一次
见到。 ” 老曹说到这激动起来，

“蛇被放生后到处乱窜，河里、路
牙子边、 树林里面到处都是，估
计得上千条”。

接下来的几天里，苗耳洞村
民进行了一场“与蛇大作战”，捍
卫着自己的家园。 直到 6 月 8 日
记者来到苗儿洞村，战斗仍在继
续。

凌晨 5 点，正欲到田间劳作
的王秀华（化名），向记者大倒苦
水：“他们放生前还对蛇念经作
法了一番，我们家昨天还打了一
条呢。 这帮放蛇人太可恨，闹的
我们这不安宁。 ”

王秀华将记者带到该村一
处叫“交界牌”的地方。“就是这
里。 ”王秀华肯定地说。这里是当
天放生蛇的地方，实为一条河的
两边， 一方是村民通过道路，另
一方则为草木丛林。“他们就是
在对面的草丛中放生的，我当时
到现场时蛇都已经放完了，路中
间的水里到处都是蛇，草丛中也
是，听放蛇人说有近千公斤 2000
多条蛇，太吓人了。 ”她继续说。

据了解，5 月 31 日当天有一
帮人在北京东四环花鸟市场购买
了数千条蛇和数百只鸟来到这里
放生， 由于放生地离该村村民家
较近， 致使许多蛇爬到了居民家
里面，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困扰。
从 6月 1日开始， 苗耳洞村村民
便放弃每天干农活时间， 以每家
出一个劳力的方式，约 50 多人对
乱窜的蛇进行捕杀，至 7 日，共计
捕杀 1000余条。

“本来 6 月 1 日就是孩子们
节日，当天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
家娃娃被这样一闹到现在都还有
些恍惚”，附近村民十分愤怒。

被放生还是被消灭

在交界牌处，仍有不少蛇的
尸体还横在石头上和草丛里，几
百条花色各异的蛇令人触目惊
心。 有的就地被村民掩埋起来，
一看便知这些都是直接被村民
拍打致死的。“这些都是被打死，
现在还有好多都不知道到哪去
了， 早上气温低它还不出来，到
下午或晚上就该出来了，有时爬
到家里面去。 ”说到这儿，王秀华
不禁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记者进一步询问当时情况
如何，王秀华给记者回忆说，“那
时候，看到他们放生时对着蛇念
念有辞，我们询问他们没走的 13
人，为啥要这样弄，但他们没有
一个人吭声，我们将他们带到村
委会，等警察来之后在次日零点
左右将他们放走的”。

在苗耳洞村管辖地兴隆县
森林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王亚析
向记者表示，6 月 1 日当天他确
实接到这样一起报警， 出警后，
与该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耿
敬凯和另外一名干警一道前去
查看。“当时苗耳洞村交界牌处
围满了村民， 大家都十分气愤，
觉得这些人怎么能在此处随意
放蛇。通过询问被村民滞留的 13
名放生者，得知他们来自北京，５
月 ３０ 日，名为“积福积慧”的 ＱＱ
群发布信息， 集结了近 ５０ 人于
次日在北京东四环鱼鸟市场购
买共计 44 箱蛇、45 笼鸟，到这儿
进行放生，经批评教育后我们放
行，没有对放生者采取强制措施
和处以罚， 事件中没有村民受
伤。 ”王亚析说。

随后，苗耳洞村村民代表和
滞留的 13 名放生北京客签订协
议，协议规定，“由于北京客的私
自随意放生野生动物行为对当
地村民造成恐慌使其不敢在家
居住，造成不稳定因素，村民负
责捕捉由北京客释放的野生动

物，北京客一次性补偿村民捕捉
费用 43220 元人民币后村民不
在追究北京客的私自放生责
任”。

兴隆县森林公安局野生动
物保护站站长耿敬凯从野生动
物保护的角度给记者进行了科
普。“这些人是有一定组织来放
生的， 当天在这里放生了大量
的蛇和鸟，粗略估算有 2000 多
条蛇和近 500 只鸟， 由于这些
野生动物爬行能力强， 放生地
又离村民生活地近， 有不少蛇
跑到村民家里， 严重干扰当地
村民生活。 根据我国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和相关放生规定，野
外放生应该由放生人向省级野
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
其同意放生后再向其划定的指
定区域进行放生。 像北京客这
种随意放生行为， 对当地生态
链平衡也是严重破坏， 会导致
某类物种大量增加或减少。 ”他
说，“北京客的这种放生行为是
不合法的， 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有着严格的规定。 ”

苗耳洞村村长张汉贵表示，
这件事情发生后对村民影响很
大，之前该村从未发生过这种事
情。“当时村民都比较激动，但是
没有过激行为，这些野外放生的
蛇，谁知道有毒没毒，要是咬你
口怎么办？ 这里村民天天放弃农
活自发组织起来捕蛇，这蛇都跑
到家里去了，不捕没办法”，村长
张汉贵说。

据一份由河北省林业厅野
生动物保护处出具的鉴定报告
证明，北京客所放蛇类为黑眉锦
蛇和虎斑游蛇（又称虎斑颈槽
蛇）。 黑眉锦蛇属河北省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虎斑蛇属河北省保
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均为无
毒蛇。

善举还需“因地制宜”

对于此次放生事件，苗耳洞
村多数村民表示：这一点也不像
保护野生动物， 倒像是在残杀、
就算他是保护动物，但也不能想

在哪放就在哪放，干啥还不得有
个规矩？

根据 1992 年 3 月 1 日林业
部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
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从国
外或者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引
进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的，应
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逃至野
外； 需要将其放生于野外的，放
生单位应当向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
科研机构进行科学论证后，报国
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单位批准。

记者在网上查询后发现，的
确有不少放生网站，通过发布消
息招募放生者集结，而且每位放
生者还需缴纳一定费用，用于购
买放生物种来集中放生。 这种网
站大多为民间组织或个人创办，
网站内所称大多为宣传佛法，学
习之用， 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在埃及和印度等国有信奉蛇的
信仰，而我国部分地区也有这种
图腾信仰。

经过多方联系，记者采访到
了参与此次放生活动的北京市
海淀区的陈静，陈女士否认自己
属于某一教派，对记者称自己只
是信佛并无任何其他。“当时完
全是出于一种公益救助的目的
在进行放生，计划放生地点也并
不是在现在这个叫交界牌的位
置，而是离这里更远，队伍驱车
行至这里时， 发现前面正在修
路，不好前行，所以就在这放生
了。 ”陈静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 当地从 6
月 1 日开始连续多日的捕蛇行
动已经成功捕捉一千余条，并将
这些蛇捕捉后全部杀死集中掩
埋， 以放生者北京客们支付当
地村民 4 万余元的补偿款而宣
告放生行动结束。

这次放生者们心目中的善
意举动， 最终给村民造成了困
扰，也让蛇并没有活路。 这一场
史无前例的“人蛇大作战”，到
底教会了村民怎样捕蛇还是教
会了北京客如何放生呢？

村民向记者展示被打死的蛇

苗儿洞村村民与北京客补偿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