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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 虎 来 自 俄 罗 斯 ？能 否“ 放 虎 归 山 ”？
“追踪”进村伤人野生东北虎
本报记者董宝森、张涛、侯鸣、孙晓宇、王松

老虎的时候，它就离我六七十米远了，
当时把
我吓得不知咋办了。
”临湖村村民白淑凤回忆
起当时的惊险一幕。幸亏当时在她附近有一
辆车，司机及时将她拉上了车，避免了危险
发生。
当天，在白鱼湾镇临湖村不少村民都经
历了惊险刺激的“人虎相遇”，除李春香一人
受伤外，其他人均未受到伤害。
4 月 26 日，密山市召开见义勇为表彰
奖励会议，为挺身而出“虎口救人”的密山市
白鱼湾镇蜂蜜山村村民宋喜国、长林子村村
民毕远香，颁发了见义勇为奖励证书和奖金，
并对他们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奋不顾身救
人于危难的行为“点赞”。
“村里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但一
些村民仍然心有余悸，以后我们也要加强这
方面的宣传指导。
”密山市白鱼湾镇临湖村党
支部书记陈占龙说，事件发生后，村里通过线
上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进行宣传，指导村
民遇到“猛虎来袭”怎么办。

近日，一只野生东北虎闯入黑龙江省密山
市村庄，
并造成1人轻伤。
经多方合作，该虎已获救护，目前已运抵中
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并确定名
称为完达山 1 号。
这只野生东北虎来自哪里？为何出现在这
个村庄？有哪些救护细节？受伤村民及村里情况
怎样？未来能否“放虎归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进行了追踪调查。

东北虎到底来自何方 ？
26日，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通报称，4月
22日，俄罗斯有关部门监测到这只东北虎由我
方一侧进入俄罗斯境内；23日凌晨，该虎又从
俄 罗 斯 境 内 返 回 我 国 境 内。2 3 日 上 午 8 点 左
右，这只东北虎出现在密山市白鱼湾镇临湖村
10组农田地。由此推断，该虎近日活动于中俄
边境地带，但尚不能断定这只东北虎来自俄罗
斯境内。
通报称，相关方面已经获得这只东北虎的
体侧花纹和DNA样本，正由国家林草局猫科动
物中心鉴定，并与俄方联系核对。不过，专家也
介绍，即使中俄双方都能提供该虎花纹或DNA
数据，也可能追溯不到它的亲缘关系，
不能说明
该虎的具体来源。那时，
只能按照第一次监测到
该虎的相关数据来推断虎的来源。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东北
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张明
海认为，从老虎全球保护策略看，
这只虎来源哪
个国家并不是核心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中俄如
何建立起有效的跨境保护机制，共同保护好东
北虎这一濒危珍稀物种。

为何出现在这个村庄 ？
黑龙江省密山市地处中俄边境，地貌特征
为“三山二水五分田”。
该虎为什么会在密山市白鱼湾镇临湖村出
现？张明海等认为，该虎为雄性亚成体，如果从
母亲虎产仔期推算，该虎应刚满3岁或近3岁。
这个年龄恰恰是刚离开母虎独立生活的阶段，
从其在农田地扑倒农民、藏匿于居民区等实际
情况可以证明它的独立生存能力，特别是其自
身的捕食技能、躲避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危害
的能力、森林辨识方向能力尚达不到成年虎水
平。之所以来到没有森林分布的农田村落区域，
可能是误入该区所致。
专家介绍，白鱼湾镇临湖村紧邻中俄界湖
兴凯湖，虽然是农田区域，
但周边有连绵起伏的
森林，历史上曾是东北虎的分布区，
近几年该区
域附近也曾出现过东北虎踪迹。因此，
在该区域

将来能否
“放虎归山”？

4月23日，
东北虎出现在黑龙江省密山市白鱼湾镇临湖村。 受访者供图
出现游荡的东北虎应在预料之中。
张明海说，在中俄跨境东北虎生态廊道规
划中有一条亟须实现的生态廊道：完达山东
部—完达山西部—老爷岭北部—老爷岭南部。
这条生态廊道如果能够修复，则可把俄罗斯有
的东北虎种群与我国连接起来，从而形成种群
遗传基因交流渠道。但该廊道修复的最大难度
就是密山—鸡东区域，存在面积较大农田和村
落分布。从东北虎跨境生态廊道建设角度看，
在密山市发现东北虎出没具有较大意义，也是
东北虎保护研究者渴望发现的情形。

对东北虎是如何施救的 ？
23日17时，黑龙江省应急专家组抵达这只
野生东北虎活动区域，并立即会同现场工作人
员进行事态分析研判。
18时，救护专家分2组靠近并用吹管成功
将麻醉药射进东北虎体内。
随即东北虎产生正常应激反应，跃出藏身
处攻击救援车辆，将轮胎咬爆后奔行200余米
后躲入涵管。

此时，专家判断由于东北虎体重较大，
第
一次麻醉未深入肌肉层，决定使用麻醉枪再
次对其进行麻醉。
21时，救护专家使用麻醉枪将麻醉药成
功注入东北虎体内。
22时，确认麻醉成功，并将东北虎装入
运输笼内，
运至镇政府安全车库内。
23时，专家组提取东北虎相关样本后，
对其进行药物苏醒。
24时，东北虎苏醒，此后专家组每隔1个
小时对其进行观察，
均体态平稳。
24日11时许，东北虎被运至中国横道河
子猫科动物繁育中心进一步观察。
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
总工程师刘丹表示，对老虎进行麻醉的技
术人员分别从哈尔滨市和伊春市赶来，专
业技术人员积累了丰富的救助经验，和当
地政府、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救护东
北虎。
刘丹表示，地方遇到此类事件，
要立即上
报，
并启动应急预案。遇到猛兽进村等类似情
况，要清除现场，隔离人的活动，限制住老虎

的活动区域，减少人和车辆对老虎的干扰，
让
其置于安静的角落，待专业技术人员前往
现场。

受伤村民和老虎闯入村庄目前
怎样了 ？
“我在地里干活没太注意周围，
只看见南
边来了一台车，车到我附近的时候，我一抬
头，
发现老虎也到跟前儿了。看到是老虎我也
吓呆住了，老虎一下子就扑上来了，
把我扑倒
后就跑了。
”临湖村村民李春香“虎口脱险”的
经历让人为她捏了把汗。
经医生检查，
李春香在右肩、腋下等有五
处大小不等的伤口，
需手术进行缝合处理。术
后李春香病情稳定，已脱离危险，将继续在医
院进行恢复观察。
“我那天早上在家里喂羊，
喂完就赶着羊
群去地里，当时手机里已有老虎来的通告，
但
因没空看手机，
也不知道这件事。后面开始有
人给我打电话说有老虎，我也不相信，
接着又
有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
我才开始担心。看到

该虎名称确定为完达山 1 号，体重 450
斤，
雄性，
2-3岁，
营养状况较好，
体壮。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介绍，现在该
虎已经恢复正常饮食，健康状态良好，
说明救
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目前，该虎在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
养繁育中心内的隔离区，
由专人负责饲喂。记
者通过视频监控画面发现，
老虎饮食、排便等
均正常。
隔离区有24小时全程监控，动物检验检
疫部门对该虎进行为期45天的隔离检疫观
察，并做好每天的饮食、排便、吼叫等行为的
记录和观测。
为什么需要45天？因为隔离检疫的内容
包括高致病禽流感、狂犬病、猫瘟热、寄生虫
等检测。
刘丹说，
该虎已经进入正常活动状态。记
录本显示，25日晚10点半左右该虎开始进
食，取食量约3公斤，饮水约2500毫升，目前
睡眠、呼吸、饮食都很好。
将来会不会“放虎归山”
？
刘丹表示，
会的。
刘丹认为，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专家组要
精细研究，
符合各方面条件会“放虎归山”
。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野生动物研究所濒
危野生动物研究室主任周绍春介绍，密山市
不处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区范围内，在
密山市出现野生东北虎，说明东北虎活动范
围变大。目前，我国东北虎种群数量不断增
加，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地频现东北虎，亦
是东北虎生存环境和东北生态环境向好的
体现。

查个成绩要收费 每天打卡增负担 信息捆绑隐患大

低 质 教 育 类 A p p 随“ 智 慧 校 园 ”泛 滥 成 灾
本报记者刘芳洲、谢樱
查 课 表 、看 作 业 、查 成 绩 、接 收 学 校 通
知……近年来，
随着各地“智慧校园”的建设，越
来越多的教育类App成为家长手机中的必备
软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学校虽
然不强制家长下载，App却是获取校园信息的
重要渠道。由于各学校使用的App不同，有的向
家长免费开放各项功能，有的却要求家长交月
费、年费才能使用，还有的App通过人脸识别等
方式记录学生的到校、离校时间，
也让不少家长
对其信息安全性产生了担忧。

一年150元，就为查4次成绩 ？
近日，湖南长沙的部分家长反映，
有学校正
在推广一款名为“教育+”的App。家长下载并注
册后，可以在该软件上看到孩子每天的作业和
课表、查询考试成绩、接收学校的各类通知等。
前提是要一次性交150元的年费或每月交15元
月费。
“软件是去年9月开学的时候，在家长会上
集中推广的。
”长沙市某小学学生家长王女士告
诉记者，开发该教育App的企业员工来到教室
向家长讲解软件功能，并演示操作步骤，
她一次
性交了150元的年费，
后开通了服务。
据王女士称，虽然学校没有明确强制家长
下载和使用“教育+”App，但是孩子的成绩只能
通过该软件查询。
“说是自愿行为，
但是不交钱，
难道孩子的信息就不对家长开放了？
”
另一位学生家长汤女士选择了在学期内交
月费，
假期时则停掉App服务。
“除了查每学期的期中期末成绩，
其他的功
能并不是不可替代。
”
汤女士质疑，
教育部明确规
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公布学生的成绩和排
名，但学校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企业，
企业又收费
将信息
“卖”
给家长，
是否有违教育的公益性？

漫画：
左栀子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
这并非个例。此
前在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学生家长反映，
学校推广使用的一些App通过按年收费、按次
数收费等方式提供成绩查询服务。
王女士认为，只是满足一学期两次的成绩
查询服务，目前App的收费是不合理的，且会加
重家长的经济负担。

“智慧管理”
存在弊端
随着“智慧校园”
“校园信息化建设”工作的
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教育管理App开始走进
中小学校园。但一些教育类App在实际使用中，
除了强制收费、增加家长经济负担外，
还存在不

少弊端。
不少App上有自带的习题、测试内容，
成为部分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内容。将作业
阵地转移到App上，已成为逃避监管的新
方式。
“学校要求家长每天要上传阅读、跳绳、
作业检查照片，在教师端，
每天多少人打卡一
目了然，但家长却苦不堪言。”一位家长对此
很不理解，
“现在不是提倡不能让家长检查作
业、不准布置要用手机完成的作业，
但学校要
求每天用App打卡，不就是变相地给学生、家
长增负？
”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App还存在捆绑个
人信息、泄露隐私风险。

长沙一高中学生家长邓女士表示，其孩
子所在的高中使用某教育App为家长提供
包括查询校园消费、考试成绩等在内的服
务，并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录入学生信息，
以便家长知晓子女的进、离校时间。
“这种方
式虽然能让家长了解孩子在校内的情况，但
是孩子的一切信息都在大数据下处于‘透
明’状态。”邓女士说，她对此类App的安全
性感到担忧。
邓女士还反映，注册登录App后，家长
的手机号、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必须进行捆
绑，而每到公布考试成绩之后，她经常收到
各种线下线上的教育机构电话“轰炸”，推销
课程。
此外，多重打卡也是这类App频遭诟病
的原因。很多App号称是学生、家长、老师的
“好帮手”，
但实际上用户使用体验感很差。记
者在手机软件下载页面看到，一款显示“720
万次下载”的教育App，被用户批评“闪退”
“死机”
“无法登录”
“速度慢”
“如果不是学校
要求肯定不会下载”。
一些家长反映，很多学校推荐使用的
App看似功能强大，但实际上只使用了“发布
照片”
“公布菜单”等普通网站就能实现的传
统功能，
“特意下载一个App去看在这些原本
渠道就能看到的信息，不是更方便，
而是更麻
烦了”。
还有家长抱怨，
“班 级 信 息 发 布 一 个
App，英语口语练习一个App，暑假阅读打卡
一个App……原本一个App就能完成的内
容，
为何硬生生被拆分成好多个？
”
“如今各学校都在推广信息化建设、打
造‘智慧校园’，这是‘互联网+’时代不可抗
拒的趋势，但泛滥、低质的App不仅没让校
园变得‘智慧’，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
其中可能滋生的‘走过场’或教育腐败问题
更 值 得 警 惕 。”中 南 大 学 社 会 学 教 授 李
斌说。

内容电子化不等于教育现代化
在收到家长举报后，4月25日，长沙市教
育局发布规定称，自主研发的教育App不得
收取任何费用，选用的其他App对于成绩、
评语等基础功能不得收费，收费功能必须公
开透明、自愿选择，且不得与评优挂钩。
近年来，
“互联网+教育”
“智慧校园”
在各
地快速建设发展，如何让这一“智慧”不只停
留在形式，
而走上一条合理和可持续的路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教
育现代化必须是教育理念和制度的现代化，
简单地把纸质的教学内容电子化，或者用人
脸识别技术监控学生上课的表情、行为，
这并
不是教育现代化。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应该
是为了解放人而不是约束人。
”熊丙奇说。
熊丙奇建议，学校推进信息化改革，
首先
应该明确，教育信息化应更多用于提高管理
效率，
并探索过程性教育评价。如减少学校会
议，提高沟通效率，实现无纸化办公，推进信
息公开，跟踪学生学籍变动信息，
保障每个孩
子的受教育权等等。
“作为教育信息化的一种手段，教育类
App的使用应该由学校的教师委员会结合教
学实际需求，进行论证，并广泛听取学生和家
长意见。不能简单地把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投
入转嫁给学生和家长。
”熊丙奇说。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指出，对于校
园使用App，应当还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软
件有哪些功能，老师、家长有哪些需求，App
收费标准如何，这些信息都应该公开，让家
长、老师投票选择。如果家长同意项目收费，
还可以考虑整合、定制校园功能性服务于一
个App上，
向软件开发企业公开招标。
熊丙奇指出，教育信息化不能强制成为
评价学校现代化办学的指标，学校更不能以
教育信息化为名，
向学生和家长乱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