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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山老林追踪穿山甲身影，在简陋基地苦寻人工繁育之路

吴诗宝吴诗宝：：拯救穿山甲拯救穿山甲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第一反应是震惊。”华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吴诗宝每天都会上
网查阅野生动物相关资讯，当看到穿山
甲被认为是新冠病毒潜在中间宿主时，
他内心极为复杂。

“这是 SARS 之后，大自然对人类
捕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又一次严厉警
告。”吴诗宝希望人类能从新冠肺炎疫
情中吸取沉重教训，彻除陋习，与穿山
甲等野生动物和谐相处，而不是好了伤
疤忘了痛。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吴诗宝就投
入穿山甲野外研究和人工救护工作。
他宿山洞、住猪棚，先后几十次到全国
十多个省份进行野外研究考察，建立救
护基地，着力攻关穿山甲人工救护与繁
育等技术难题，“每当在野外看到穿山
甲快乐地生活，成功救护走私查获的穿
山甲，特别是它们生儿育女时，我所有
的劳累都烟消云散”。

中华穿山甲比大熊
猫还濒危

穿山甲母亲把幼崽紧紧地抱在怀
里，大家想给母子俩体检、药浴，但几个
大男人怎么都掰不开。“穿山甲母亲生
怕孩子被夺走，那乞求的眼光让人心
疼。”在某市森林公安部门现场查验走
私穿山甲的情景，令吴诗宝心如刀割。

自1987年起，吴诗宝就从事野生动
物保护研究工作。1994年，他从安徽省
林业部门转至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工作。
由于一些人对穿山甲等野味有畸形需
求，盗猎、走私穿山甲的不法行为非常猖
獗。湛江临近越南和广西，当时是穿山
甲等野生动物走私的重要中转站。

“我第一次见到一货车一货车地走
私穿山甲、蛇等野生动物，非常吃惊、震
惊。”吴诗宝作为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经
常受邀协助调查穿山甲等野生动物走
私案件。在查获现场，吴诗宝经常看到
数百只穿山甲奄奄一息，其中不乏怀孕
的穿山甲和新生幼仔，场景触目惊心。

“穿山甲每年一胎，通常只产一仔，
偶然产二仔。不法分子疯狂的捕猎走
私，远远超过穿山甲种群的自我恢复能
力。”据吴诗宝调查，自上世纪 60 年代
至 2004 年，中华穿山甲数量下降了
88%至94%，野外已难觅踪迹。

土生土长的中华穿山甲越来越少，
不法分子就将毒手伸向东南亚、非洲等
地，穿山甲成了全球非法贸易最多的哺
乳动物之一。再加上人们砍伐天然林，
大量种植桉树、橡胶树等经济类树木，
穿山甲栖息地日渐缩减。全球 8 种穿
山甲都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
色目录列入濒危级别以上，其中中华穿
山甲被列为“极危”，离灭绝仅一步之
遥，比大熊猫还濒危。大肆捕杀穿山
甲，也打破了生态平衡。作为“森林卫
士”，一只穿山甲每年最多能吃掉大约
700万只白蚁和蚂蚁。

由于穿山甲栖息在森林灌丛中，一
天约20个小时藏在洞穴内，昼伏夜出，
单独行动，研究难度极大，很少有人去
研究它。在上世纪 90 年代，穿山甲野
外种群状况、栖息地现状、濒危原因等
研究几乎是空白，这给科学制订穿山甲
保护策略带来了挑战。

“如再不加强穿山甲野外生态学研
究，拿不出科学有效的保护行动计划，穿
山甲可能很快就会灭绝，后代就只能通
过标本认识这一物种了。”吴诗宝发自内
心地担忧。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穿山甲走

向灭绝的他，从1995年春季起，开始深
入广东车八岭保护区等地，从生态学、生
物学等角度，抢救性地研究穿山甲。

坚持野外科考，获得
一手资料

“我们要是慢一步，人可能就没了。”
2015年7月，正逢云南雨季，吴诗宝团队
趁着暑假上山科考。他们乘坐的汽车刚
过去，一块大石头就从山上滚下。

在野外调查时，吴诗宝多次与危险
擦身而过，猎人设置的陷阱，山洪暴发，
误入边境线雷区，毒蛇等野生动物的攻
击，蚂蟥叮咬⋯⋯每次出发前，吴诗宝
团队都买好保险。

“物种保护急需实实在在的研究，
不到野外科考就无法获得野生穿山甲
的一手资料。但野外研究难度、风险特
别大，不易出成果，有人在野外调查十
几年，没找到一只穿山甲。”吴诗宝表
示，如果只是为了发论文等功利性想
法，做穿山甲野外研究真是傻子才会
干，费力不出活。

起初吴诗宝也在野外一无所获，很
多人劝他不要再白费力气。但吴诗宝就
想揭开野生穿山甲生活、为何濒危的谜
底，他的导师们也鼓励他坚持下去。吴
诗宝请来经验丰富的猎人作为向导，他
们在南方草丛茂密的山坡、低矮的灌木
丛穿梭爬行，手脚经常被划破剐伤。

“山路不平，跌跤摔伤是常有的
事。吴教授一直亲自带着我们到野外
做调查，他多次跟我们说，研究人员不
去野外调查，就像士兵不到作战一线。”
张富华是吴诗宝的科研助手，自 2009
年就跟随他研究穿山甲。他曾亲眼看
到吴诗宝在野外调查期间扭伤膝盖、半
月板撕裂，拄了3个月拐杖。

吴诗宝团队经常在山上一住就是
十来天。为减轻行李重量，他们有时上
山就不携带帐篷，直接住山洞，吴诗宝
被窝里就曾钻进一条蛇。千难万难，只
要在野外发现穿山甲，吴诗宝就感觉一
切辛苦都值得。1998年3月，在广东茂
名市大雾岭自然保护区，吴诗宝团队惊
奇地发现一个新鲜的穿山甲洞。他们5
人冒着寒风冷雨，在陡坡上挖了近6个
小时，“3 米多深，里面有一只超过 5 公
斤的公穿山甲，洞底下就是白蚁巢”。

详细观察记录后，他们将穿山甲放
生。从那以后，吴诗宝每年都能在大雾
岭发现新洞，共发现了 61 个洞。遗憾
的是，2002 年以后，他连续 3 年都找不
到新洞，大家怀疑穿山甲已被抓走，只
好无奈放弃。

20 多年来，吴诗宝带队踏遍了曾
有穿山甲分布的南方丘陵山地。但是，
自 1998 年那次发现后，他们再也没在
野外见过活体穿山甲。他们访谈了
1000 多名老猎人、村民、护林员等，仅
有两人分别在云南临沧、广东惠州见过
一次穿山甲。

吴诗宝到处留下手机号码，鼓励村
民发现新洞就和他联系，一个新洞奖励
1000 元，旧洞也按路程远近奖励 50 至
100元。但仅有广东惠州、潮州有人帮
吴诗宝找到过新洞，海南五指山等地村
民给他提供了一些旧洞的线索，“这些
宝贵的数据能帮我们更好地分析穿山
甲种群分布”。

做穿山甲的急救医
生和保姆

查扣走私的穿山甲死亡率特别
高。不法分子为了增重，残忍地向穿山
甲胃肠道里灌沙子等。很多穿山甲被
运来救助时，已是奄奄一息。有次解剖
一只死亡穿山甲时，吴诗宝发现它肚里
的穿山甲宝宝竟还活着。他的心当即
像被剪了一刀，“母亲死了，穿山甲宝宝
肯定活不久”。

随意放生也不可取。“走私入境的
穿山甲不适应本地气候、食物等，被盲
目放生后，基本是死路一条。”有次，某
地林业部门还没听吴诗宝提放生建议，
就匆忙放生。想着这么多穿山甲在野
外必死无疑，吴诗宝肝肠寸断。

把穿山甲寄养养殖场也是难题。
穿山甲体温调节能力差，极度依赖自然
生态系统，仅吃蚂蚁、白蚁等食物，再加
上先天性免疫基因缺乏，在人工圈养条
件下，常因管理不善得病死亡。某地查
获一百多只走私入境的穿山甲，送往缺
乏专业背景的人工繁育机构后，全部因
救护失败死亡。

走私查扣的穿山甲好不容易死里
逃生，如何提高它们的存活率、成活时
间？这是一道世界难题。“我们就想把

野外研究所得的大量知识，通过建设基
地转化为实践，从而更好研究穿山甲的
救护、繁育、野放等技术，培养高层次专
门人才。”吴诗宝说干就干。

2010 年 6 月，吴诗宝带着研究生
们来到偏远的农村，把一个废弃养猪场
改造成穿山甲人工救护与繁育研究基
地。吴诗宝根据野外探得的穿山甲栖
息地环境特点、洞穴结构等一手资料，
构建了穿山甲圈舍建造技术指标、日常
管理技术规程。

在基地，穿山甲住得比人好。由于
条件有限，吴诗宝带着研究生和穿山甲
一屋同睡。一间10平方米的铁皮屋既
是动物观察室又是卧室，他们每晚都要
给水、给食，巡视 20 多间圈舍，观察穿
山甲的活动状态，收集、整理科研数
据。炎热的夏天最难熬，观察室没空
调，大家就穿一条短裤衩工作。

吴诗宝团队成为穿山甲的急救医生
和保姆，无微不至地照料它们。由于走
私贩子把穿山甲关在狭小的笼具里，被
解救的穿山甲浑身沾满粪便，散发着恶
臭，大家就给它们清洗身体。穿山甲体
表甲片下藏有上百个蜱类寄生虫，吴诗
宝就带着学生，用镊子一个个找出来。
对受伤的穿山甲，大家给它们进行药浴、
皮肤消炎，诱导它们进食，经常忙到深
夜。生病的穿山甲体温低，大家就抱到
怀里给它们取暖。吴诗宝团队还逐渐掌
握了穿山甲常见疾病诊治方法。得益于
他们 24 小时轮流监控，精心照顾，近
30%的走私穿山甲能闯过鬼门关。

“每当看到它们恢复健康时，我们
比中彩票大奖还高兴。”有些穿山甲闻
到吴诗宝的气味时，就像小孩儿一样抱
着他的腿往上爬，使劲往他怀里钻。这
时，吴诗宝总会想起襁褓中的女儿。

攻关人工饲料、人工
繁殖

2010 年 10 月，一只走私查获的穿
山甲经人工救护后，已改食人工饲料，
活动、进食正常，但不到半个月，它食量
下降，逐渐停食而死。这让吴诗宝心情
低落到极点。

“它和很多人工救护的走私穿山甲
一样，死于胃肠道疾病。”吴诗宝通过解
剖等研究发现，穿山甲在自然界不仅吃
成蚁，还吃蛋白质高的卵、蛹和幼蚁，白
蚁富含几丁质、微生物等，能帮穿山甲
抑制细菌、促进消化。以往人工食物比
较单一，常导致穿山甲营养不良，免疫
力下降，得病而亡。很多穿山甲甚至拒
食人工食物，最终死亡。

经过数年摸索，吴诗宝团队研制出
了人工饲料，基本能满足穿山甲生存、
生长、发育、繁殖等需求。其中九成能
存活超过两个月，五成能活到一年，最
长的存活时间达 7 年。他们还掌握了
驯化方法，引导穿山甲改食人工饲料。

作为维持穿山甲种群延续的关键技

术，穿山甲的人工繁育更是难上加难。
穿山甲发情、交配、怀孕、产仔、哺乳的每
一步，都受到圈养环境和人工饲料的影
响，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失败。

吴诗宝带队努力攻关，摸清了穿山甲
的繁殖习性、发情期。他们在合适时机选
择公母合笼，引导它们自然交配。团队还
构建了穿山甲种苗质量标准，初步掌握了
穿山甲发情鉴定、人工配种技术、母兽孕
期管理、产仔期管理、哺乳期管理技术，成
功圈养繁育至少27只穿山甲。

后来，吴诗宝团队又分别将研究基
地搬往昆明、韶关、华南师大等地，条件
也日益改善，共建成 30 多间标准化穿
山甲人工救护与繁育饲养房，成功救护
近百只穿山甲。

吴诗宝还带队刊发30多篇穿山甲
研究论文，出版专著《中国穿山甲保护
生物学研究》，从物种描述、分类鉴定到
食性、活动习性、繁殖习性等，系统地阐
述了穿山甲生态生物学知识，填补了原
本几乎空白的领域，研究成果被用于全
球穿山甲保护等级评估。吴诗宝也当
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
穿山甲专家组成员。

如何让理论指导穿山甲保护实
践？吴诗宝提出了“洞口系数法”，并已
应用于种群调查与监测实践。2019年
12 月，全国穿山甲资源专项调查研讨
会在华南师大召开，张富华为全国 14
个省份的参会人员讲解了穿山甲资源

“洞口系数法”调查方法。
吴诗宝团队还在野外布设红外自动

触发照相机，根据相机拍摄到的穿山甲
频次，估计种群数量，分析种群分布、栖
息地现状。在广东某地发现穿山甲活动
踪迹后，他们在山上跟踪拍摄3个月，今
年1月终于拍到了穿山甲活动身影。

“十年一遇。”让吴诗宝感到欣慰的
是，近 5 年来，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共
在野外发现 44 只穿山甲，其中 9 只是
年龄小于 1 岁的幼崽，“这表明中华穿
山甲种群繁殖能力依然存在，如果积极
保护，穿山甲种群有望逐渐恢复。”

突发疫情让人们重新审视与野生
动物的关系，法律法规的新动向也引
发全民讨论。本报记者就热点问题对
话吴诗宝。

记者：近期有研究表明，穿山甲是
新冠病毒潜在中间宿主，您怎么看？
这会给穿山甲种群保护带来转机吗？

吴诗宝：该研究亟须说明，检测样
本是走私入境的马来穿山甲，还是主
产于我国的中华穿山甲。因为在2019
年，走私入境的马来穿山甲就被查出
携带冠状病毒。据我了解，有研究人
员检测过数只中华穿山甲，并未查出
冠状病毒。

目前还不能判定该研究对穿山甲
是福是祸。我希望这能警醒人们不敢
捕杀穿山甲，更不敢食用穿山甲，这对
命运多舛的穿山甲将会是福音。野生
穿山甲携带大量寄生虫等，食用风险
很大。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人觉得穿
山甲携带病毒，就想把它杀掉，甚至有
人提出“生态灭杀”等可怕说法。但事
实是，穿山甲在野外吃食白蚁等，守护
生态平衡，本应与人类井水不犯河

水。是不法分子将其疯狂捕杀，把病
毒带入人类社会。

记者：您觉得，能否通过人工繁
育、野化放归等方式，恢复穿山甲种
群？

吴诗宝：穿山甲的人工繁育技术还
处于研究阶段，很多技术难关还没攻
破。规模化养殖需要捕捉野生种源，操
作不慎可能会给其带来毁灭性打击。
我参观过不少穿山甲养殖企业，有些种
源不明、戒备森严、信息不公开，甚至出
现养殖企业负责人涉及野生穿山甲走
私贩卖案件的情况。在当前技术不成
熟的情况下，设立自然保护区，采取就
地保护措施是优先的保护方式。

现在黑市上穿山甲 1000 多元一
公斤，一只成年穿山甲能卖两三万
元。很多人受利益驱使，发现穿山甲
就直接抓去卖掉。在穿山甲物种保护
滞后、受威胁程度极高、种群数量极度
减少的现状下，应将穿山甲列为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捕食穿
山甲等违法行为。同时应大幅降低中
药里穿山甲甲片的使用量，努力科研

攻关寻找替代品。
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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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也在相继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例，您
对此怎么看？

吴诗宝：“非典”还有这次的新冠
肺炎等疫病传播极有可能是祸从口
出，部分人贪食野味，致使病毒进入人
类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已给全球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重创，教训深刻，人类为
了自身健康，也应深刻反思以后如何
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野生动物也有生命，人类最好远
离它，也不应过度开发大自然，一再挤
占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就
是保护人类自己。希望相关部门能完
善法规、加大科普，引导全民抵制野
味，共同打击捕食野生动物等不法行
为。执法部门也应加大对捕猎穿山甲
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处罚力度，对加工、
滥食珍稀野生动物的餐馆、食客也应
严厉处罚。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人类应反思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
本报记者 刘盾

捧起穿山
甲幼崽的华南
师范大学教授
吴诗宝。

资料图片

初见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心幼儿
园，一定会被它的“颜值”所吸引——宽
阔的操场、标准的足球场、独具特色的江
夏艺陶吧，为幼儿们构建了自然、野趣的
生态游戏空间。再识中心幼儿园，又不得
不为它的内涵所倾倒——湖泗古窑、中山
舰、江夏黄、江夏画派、谭氏京剧等，令
人应接不暇。还有，立足江夏本土资源而
建的五大功能室——生活馆、绘本馆、创
意馆、木艺馆、科技馆，在与幼儿的互动
中正发挥着独特的教育功能。

3年来，江夏区中心幼儿园坚持“五
彩缤纷绘童年，欢声笑语育童梦”的办园
理念，将“幼儿快乐、家长满意、社会认
可”作为办园目标，形成了“以环境教育
为核心，以养成教育为重点，以绘本教育
为载体，促进幼儿自主发展”的办园特色
品牌，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改革创新、健全机制、精细管理、
真情育人

江夏区中心幼儿园的前身是江夏区直属机
关幼儿园，具有 60 年的办园历史。2014 年，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幼儿园的需要，区直
机关幼儿园齐心分园破土动工，2016 年正式开
园，2017 年两园分离独立，江夏区直属机关幼
儿园齐心分园更名为江夏区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现有大中小 18 个教学班，在园幼
儿 600 余名。在园长王莉的带领下，在传承原
有办园理念的基础上，坚持“文化立园—科研
强园—质量兴园”的发展思路，不断提升办园
质量，实现了“改革创新、健全机制、精细管
理、真情育人”的发展目标。

为实现创新发展，江夏区中心幼儿园打造
了一支优秀的师资团队，在 80 多名教职员工
中，有中高职称教师、市师德先进个人、市学
科带头人、市优秀青年教师、市百优班主任、
区优秀班主任等一批育人名师。就是这支教师
队伍，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办学定
位，在多次现场观摩、课堂实践中，为幼儿园
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

幼儿园先后荣获“湖北省学校食品安全放

心食堂”“武汉市三八红旗集体”“江夏区目标
管理立功单位”等荣誉称号，在“武汉市新一
轮学前教育保教实验送教下园现场教研活动研
讨”中，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多彩课程、打造品牌、凸显特色、
筑梦童年

构建“多彩课程、打造品牌、凸显特色、
筑梦童年”是江夏区中心幼儿园的显著特征。
3 年来，江夏区中心幼儿园将课程进行合理分
布、科学组合，打造出具有园所特色的多元课
程，建立了五大课程新体系。

节日主题课程：利用各类节日进行主题教
育活动，让幼儿体会节日的快乐。幼小衔接课
程：开展系列幼小衔接课程，实现与小学的有
效过渡。社会体验课程：让幼儿形成关爱他
人、服务他人的意识。快乐成长课程：开展分
层次的各类特色活动，让幼儿体验成长的乐

趣。健康教育课程：让保健医参与课程审议，
进行每月的健康宣教。

江夏区中心幼儿园将两周一次的安全、礼
仪课程，每月一次的消防演练，每学期一次的
光盘、环保和推普教育主题活动等纳入选择性
课程，开设有围棋社、美术社、舞蹈社、非洲
鼓等 15 个社团。研发出绘育纸艺、绘育陶
艺、绘育木艺 3 套园本系列课程，还将绘本作
为特色课程的媒介，融入亲子绘本故事大赛、
绘本剧表演等活动，形成了幼儿教育的一道道
亮丽风景线。

王莉园长说：“为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
标，我园积极加强课程建设，做到了课程园本
化，园本课程系列化，这样的课程设置，保障
了幼儿园教育的品质内涵，从而推动园所健康
发展。”如今，江夏区中心幼儿园犹如一只初
生的牛犊，以大无畏的勇气，自我革新、自我
完善，为每一个幼儿的快乐童年探索出一条成
长之路、发展之路、幸福之路⋯⋯

走科学保教之路 赏和谐幼教之美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心幼儿园特色发展纪实

又是一年毕业季，2018 年 6 月又一批
小小毕业生离开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