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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守护野生东北虎

在珲春，每个人都是东北虎
的“朋友”。

珲春是中国的“东北虎之
乡”， 也是全中国东北虎数量最
多、分布最集中的地方。

2013 年， 为了整合生态资
源、理顺管理体制，从而更好地
实现生态保护，我国首次提出了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 年，
国家公园体制开始试点，“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选址于
吉林、 黑龙江两省交界的区域，
其中包括了吉林珲春。

2018 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成
立；2021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正式设立，成为中国首批国
家公园，由专人负责对野生东北
虎和其他野生动物进行观测和
“追踪”，并记录相关数据。

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队长李
冬伟，是在此工作最久的巡护员，
也是巡护队的“大哥”。他介绍说，
队员们最主要的日常工作， 就是
在老虎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布点
红外相机，记录它们的种群状况、
活动轨迹和生存条件。

给红外相机选点， 曾是一个
难题。李冬伟说，刚开始观测工作
时， 全站的红外相机只有 10 个，
他们要“像买菜那样精打细算地
布点， 把相机放到东北虎最常出
没的地方”，“有时候好不容易（把
相机）选好放那了，又觉得下一个
点更好。 ”他们还要小心翼翼地巡
查和维护， 避免本就稀缺的设备
因故损坏，“雪上加霜”。

就是依靠着这些相机，李冬
伟第一次看到了野生东北虎的
身影———那时，由于上世纪初过
度开发等历史原因，野生东北虎
数量比现在更少，而且活动地点
都在人类很难进入的深山、林海
中。 李冬伟记得，看到东北虎踪
迹的时候，“整个（巡护）站都沸
腾了，在那一顿喊，一顿报告。 ”
由此，他们记录下东北虎的种群
情况、生存现状，成为日后科研
和保护工作的珍贵一线资料。

队员刘国庆说，除了布点和
维护红外相机，巡护员们的定期
上山，也是观测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红外相机只能记录定点
数据， 而且如果布点不合适，很
可能几千张照片都是无意义的
数据；而人为的观测，除了可以
找到最适合放置相机的点位，还
能观测到其他野生动植物的生
存状况。

“生态环境是层层相扣的系
统。 ”刘国庆介绍，东北虎的主要
食物来源是野猪、马鹿等，因此
这些动物的生存，也与东北虎息
息相关；再往下，野猪吃飞禽走
兽， 马鹿要吃特定的乔木和灌
木，还要有不被打扰的空间用作
群居……“最开始的时候，知道
要保护东北虎，但却不知道怎么
保护。 ”在实践中摸索，巡护队员
们才像了解一个朋友那样，知道
了东北虎缺少什么、需要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巡护员们没
少吃苦。李冬伟说，来到山里这几
年，他们经历过夜晚巡山“失联”
的恐惧， 也收获成功找到老虎爪
印的欣喜。巡护队员杨钊说，最后
怕的一次，是他在山里“面对面”

遇见了黑熊———那是一只未成年
的小熊，本来懒散地躺在树上，忽
然“啪嚓”一声，树枝被压断了，黑
熊狼狈地摔倒在地，“满脸呆萌”。
杨钊刚好打开了手机录像， 录下
了这可爱的一幕， 但跌落在地的
黑熊同时也发现了他。 他和同事
慢慢后撤， 撤出了黑熊的视线范
围， 回到站内才觉得后怕：“那么
近的距离，一旦攻击我俩，根本没
有反应时间。 ”

靠着队员们一步步地巡山，
一个个地清理猎套， 一家家地下
村宣讲……珲春的野生东北虎数
量，终于又有些往日的“繁盛”了：
当地老人们传说，这里的东北虎，
曾经达到过“众山皆有之” 的盛
况，人与老虎“亦敌亦友”地生存
着。但在上世纪，由于滥砍滥伐和
偷猎等原因， 东北虎种群数量曾
急剧下降，甚至达到濒危。

新世纪以来，野生东北虎的
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法律
的出台、 保护环境观念的转变，
给了东北虎“复兴”的机遇：从首
次设立巡护队，开展东北虎观测
和保护工作，再到 2021 年，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正式建立，当地的
资源再一次得到整合，东北虎保
护成为了珲春“每个人的事”：下
村宣讲的， 不再只有巡护队员，
还有爱好东北虎的市民；当地乡
村利用电商、直播等技术，转变

着传统发展模式；老猎户们转变
了观念，开始意识到“打兔子、打
野鹿也可能影响到老虎”……

而这，也是国家公园体制建
立的初衷：让生态保护的观念深
入人心，把生态保护、动物保护，
变成“所有人”的事。

“人人爱虎”是如何实现的

这几年， 除了巡护和观测，
李冬伟等人还有了更多需要“忙
活”的事情：下村宣讲，教村民看
到东北虎应该如何应对；定期巡
逻，检查是否存在偷猎者；在东
北虎分布集中的地区，拆掉过去
猎兔、猎狍子的陷阱，避免东北
虎意外掉落……

李冬伟说， 除了直接的偷
猎，野生虎豹的生存威胁，还来
自于传统的乡村发展模式：上世
纪初到 1990 年代的大规模偷
猎，是当地野生虎豹急速减少的
重要原因；此外，猎户布置给野
兔、野鹿等的传统猎套，也可能
成为老虎的“致命陷阱”，减少食
物来源，或直接威胁生存。

另一个原因， 来自当地人的
收入模式： 珲春的耕地资源并不
丰富，村民们习惯于“靠山吃山”，
依靠采药、打猎等获得收入。

而东北虎，是一种“领地型动
物”，它们不主动攻击人类，也会

习惯性避开人类活动的地带。 当
“领地”被打破，它们就会往更险
峻、食物更匮乏的山林里“回撤”。

村民频繁进山，就意味着野
生东北虎生存空间的缩小。

为了让当地村民也参与到
野生动物保护中来，刘国庆等人
常常进村宣讲，教村民们遇到东
北虎如何应对，“让他们（村民
们）知道，环境好了，我们也会跟
着好起来”。

而最根本的， 是为村民们
“开源”，让当地乡村转变发展模
式，摆脱落后的产业，振兴绿色
经济。

独木不成林。 珲春的生态保
护工作不能只依靠这六七个人的
巡护队。 2022年底，国家林草局、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等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重点工作之一，就是
要统筹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明
确生产生活边界， 制定社区帮扶
政策，完善社区参与机制，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途径。

这也意味着，对生态破坏过
大的产能要淘汰，新兴产业要扶
持，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保障。
这种统筹兼顾， 需要政策推动，
也需要企业协同，更需要当地人
既有合理避虎、护虎、爱虎的意
识，又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把原
始山林“还给东北虎”。

商业助力生态守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不是唯
一一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打破了省、市等
行政属地规划， 而是按照自然规
律，为生态保护划定边界，推动跨
地区协作；而在国家公园内部，对
自然环境的保护层级最高、 保护
强度最大、保护目标综合性最强，
理顺管理体制、 统筹经济及生态
发展，成为其中要义。

全国人大代表阎志提出，国
家公园最关键的是“公益性”：这
是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体系，
当地的社区，是国家公园建设最
直接、最主要的受益主体。

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提升
以社区为基础的国家公园生态
产品供给， 充分发挥公益组织、
行业协会等机构专业技能，探索
推进国家公园品牌等乡村产业
标准化体系建设。

此外，商业力量也尽己所能，
支持国家公园落地与发展， 充分
发挥“绿色金融”的有生力量。 在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指导、
在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和
商道纵横专业支持下， 陆金所控
股设立了“平安守护者行动-国家
公园”项目，从物资支持、自然教
育、 乡村发展赋能等方面， 协助
“国家公园”项目发展，确保一线
生态保护工作顺利进行。

如今， 李冬伟感觉巡护站
“宽裕”多了：红外相机不再只有
10 只，更多的相机点位，极大增
加观测到东北虎的成功率；设备
也得到了更新，如今影像数据可
以直接上传到云端，由科研人员
实时观测。

除了科研设备外，陆金所控股
还为防护队员们提供了衣物和
GPS基站，“帽子、 手套、 衣服、裤
子、鞋，全都有，还有背包、手杖、暖
水杯”，有效改善了巡护的条件。

众人拾柴火焰高。 推进生态
保护工作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
识，陆金所控股还与新华社客户
端联名出品一部展现深山巡护
员工作、生活的短视频作品。 视
频讲述了巡护员们的过去和现
在， 也展现了一线生态保护的

“日常”，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虎
和巡护员们的故事，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的发展近况，引发社会各
界的持续关注。

通过提供更多资金、 设备、
人才扶持，加强宣传教育，社会
公众、原住居民都可以通过特许
经营、志愿服务、生态管护公益
岗位等形式参与到国家公园的
保护建设管理中，实现对生态环
境的“社会共建”。

商业力量作为其中的一环，
以绿色金融模式，参与到“国家
公园”建立的大事业中，助力当
地经济被绿色发展模式重新“盘
活”，让生态事业得到更稳健、更
可持续的发展。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陆金所
控股只是小小的一环，却也成为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最终，更多爱心企业、社会
公众会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 不
止在珲春，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人
类， 我们都可以成为东北虎的
“朋友”。 （据澎湃新闻）

揭秘“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国家生态保护的一线
东北虎是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也是“丛林之王”。 它们喜好住在远离人类、地势平

缓、冬季积雪较浅的松林里，由于北方森林食物匮乏，东北虎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
进行捕猎，活动范围达到近千平方公里。

在中国，东北虎栖息的地方，正在建成一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里没有人造喷
泉、健身步道与儿童乐园，却是野生动物的“乐土”。 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也让更多主体
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一度濒危的野生东北虎，在销声匿迹中“苏醒”了，写下了与人
类新的故事。

巡护队员在野外发现老虎痕迹如今的巡护员们已经有了可以实时传输的智能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