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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 6 月 10 日电（记
者姚兵、严勇）近期，原本栖息在云
南西双版纳的 15 头亚洲象一路

“象”北，经普洱、玉溪等地抵达昆
明，现在又转入玉溪市易门县活动。
连日来，北迁象群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亚洲象生活习性如何？保护得怎
样？记者对此一探究竟。

  跑得快、食量大……原

来你是这样的大象

　　睡觉时，3 头大象将 1 头小象紧
紧护在中间，醒来后，小象发现自己被
卡在里面动弹不得，几次起身都没成
功……近日，无人机拍摄到的北迁象
群“超萌睡姿”在网络上刷屏。网友直
呼：“太有爱了！大象睡觉都这么萌。”
　　负责监测象群的云南省森林消
防总队工作人员陈胜瑶介绍，其实
象群睡觉时警觉性很高。“它们各有
分工，基本都是三四头睡，旁边还有
三四头站着，负责警戒。”他说，每到
这个时候，为了不惊扰象群，他们都
要将无人机调到最高高度。
　　表面上看，亚洲象憨厚可爱，但
不要被外表“欺骗”。
　　“它跑起来比人快，必须和野象
保持绝对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监测
人员普宗信说，工作 5 年多来，与
野象“狭路相逢”是常事，唯一能做
的就是在不惊扰它的情况下，以最
快速度跑到安全地带。跑不掉时，就
得找一棵粗壮的树爬上去“避险”。
　　近年来，野象进一步扩大了“活
动半径”，屡屡闯入村寨民宅。“前几
年大象还跑进一户人家的厨房偷吃
了盐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
村民王燕说。
　　去年 3 月，有象群来到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曼
倒村民小组，白天在田里吃庄稼，晚上进村搞破坏，持续
了一个多月。为了安全起见，村干部动员部分群众集中住
到两层及以上楼房的村民家中。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介绍，成年亚
洲象每天要吃数百斤植物，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来获取
足够的食物。近年来，随着种群数量增长、分布范围扩大，
越来越多的野象频繁活动于村寨、农田周围，取食水稻、
玉米等作物。

  “监测员”“象爸爸”……大象也有“专

人”看护

　　 2018 年，西双版纳州在勐海县建立亚洲象监测预
警中心。其中，地面跟踪人员和无人机的有效结合发挥了
重要作用。
　　只要一监测到野象的踪迹，普宗信就会第一时间将
预警信息通过手机发布到相关平台，提醒周边群众注意
防范。
　　刚开始，追踪野象全靠人跟，有时接连好几天都在野
外；有了无人机后，老普的追象之旅变得轻松了些，但也
不敢放松警惕。老普说，今年以来，他负责跟踪的象群乖
了许多，很少进村寨。
　　在位于西双版纳野象谷的“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
育及救助中心”，一群救助和照料亚洲象的工作人员被称
为“象爸爸”。他们终日与象为伴，记录下它们的每一个成
长瞬间。尤其是 2015 年被救助到这里的野象“羊妞”，多
的时候，受到 4 位专职“象爸爸”的精心照料。
　　“这些年来，我陪伴大象的时间甚至超过家里的两个
孩子。”“象爸爸”陈继铭说。近年来，该中心开展亚洲象人
工繁育研究，积极参与亚洲象的救助、救护及收容救治等
工作，对其进行护理饲养，并每天坚持野化生存训练，让
其逐渐适应野外生存环境。
　　这是云南致力于亚洲象保护的一个缩影。

建食堂、上保险……亚洲象数量不断增长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
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旗
舰物种。1958 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各级
政府采取了抢救性保护和管理措施。
　　此后，云南在亚洲象分布的热带地区建立了 11 处
保护区，总面积约 51 万公顷，形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为主，地方级自然保护区为补充的亚洲象保护网络，为
亚洲象提供了庇护所。
　　以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分布最多的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为例，近年来，该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资源保
护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这些年，保护区内天然林地面积
不断增加，结构功能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95.7%
以上，亚洲象等主要保护物种数量维持稳定明显增加。”
该保护区管护局局长杨云说。
　　数据显示，经过 30 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南野生亚
洲象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发展到目
前约 300 头。
　　在与西双版纳相邻的普洱市，近年来野象分布和活
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普洱市林草局介绍，进入普洱的象群
常年在思茅、江城、澜沧等县（区）内进行“伴人”觅食活
动，以取食农作物为主。普洱市为此采取了修建亚洲象

“食堂”、探索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等举措。
　　“目前普洱市在亚洲象活动频繁的区域种植芭蕉、棕
叶芦等亚洲象喜食植物 4000 余亩，适度建设野外硝塘，
重点区域、重要时段定点投食，降低食物短缺季节亚洲象
进村取食频率，减少人身安全威胁，有效保障群众的经济
利益。”普洱市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湿地管理科科长
周智韬说，对于野象肇事造成的损失，政府部门通过购买
保险给受损户一定补偿。
　　 2020 年，普洱市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共理
赔 2715 万元，受益农户 15780 户，其中亚洲象肇事理赔
160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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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群到哪了？前行的路又在哪里？
追踪云南野象北迁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记者胡璐、赵
珮然）近两个月来，一场罕见的野生亚洲象远
距离迁移活动，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全民
观象”盛况空前。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
陆生脊椎动物，主要分布在云南普洱、西双版
纳、临沧 3 个州市。这群“陆地巨无霸”为何
突然选择迁移远行？目前它们到哪里了，人象
相处好吗？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安置这群大
象？记者采访了政府部门、专家和群众，对此
进行共同探讨。

迁移近 500 公里、跨越半个云南省

　　记者从云南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
省级指挥部了解到，象群从“老家”西双版纳
一路北上，迁移近 500 公里，几乎跨越了半
个云南省。
　　截至 6 月 9 日 17 时，象群在玉溪市易门
县十街乡活动。独象离群 4 天，于 6 月 8 日 18
时 30 分进入昆明安宁市，在八街街道西南的
密林里活动，距离象群约 12 公里，人象平安。
　　“无论是亚洲象还是非洲象，迁移、扩散
有助于寻找新的觅食地和资源，开展种群间

的基因流动，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生
存。”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
解释说。
　　他说，这群亚洲象来自于以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为核心的亚
洲象分布区，这一区域是连接版纳-普洱
亚洲象种群的重要地带。
　　“有记录显示，活动于该区域的亚洲象
种群数量一直在增长。”陈飞表示，随着亚洲
象数量不断增长，象群离开原栖息地向外扩
张。由于取食甘蔗、玉米等作物更为便利、可
口，且人们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象群未受到
外界威胁，它们一直在森林和农田间游荡。

  盯紧象、管好人、理好赔，为

北迁之路“保驾护航”

　　亚洲象的这次“远行”，是一扇窗口，照
见了我们在与野生动物共处路上的不断
探索。
　　中央和云南各地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
人象安全。包括持续用无人机对象群实时
跟踪，沿途有应急人员为象群设置包括香
蕉、玉米、菠萝等食物的投食区以避免象群
进入人口密集区，设置防线和路线引导象
群远离人群、进入人烟稀少的林区等。当地
还在象群接近人口聚集地时及时对民众进
行预警和疏散。

　　陈飞说，截至目前，象群所经地区无人
员受伤，家中遭到象群毁坏的受灾居民也
将获得相应赔偿。
　　一路上，人们给予了象群极大的关心
和爱护。“我爷爷和爸爸那一辈没见过野
象，我之前也只在电视上见过。听到大象快
到我们村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49 岁的
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高粱地村村民唐
正芳说，他担心大象吃不饱，主动联系了乡
政府希望捐出自己种植的玉米帮助投喂大
象。指挥部还专门安排专家来考察他家的
玉米，确认是适合大象的食物后才拉走投
喂。“希望大象们一路有吃有喝，安全回
家。”他由衷地说。
　　从 6 月 2 日晚上 10 点到 10 日，昆明
恒正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渣土车司机何国勇
和其他车队一起，在指挥部的安排下不断
转移地点，前往一些进村入寨的路口进行
人工围挡设障，防止象群进入村镇。
　　“已经一周了，我们车队吃饭睡觉都
在车上，可大家没有任何怨言。我们的工
作，避免了人和象的正面冲突。”何国勇说。

全力以赴，确保人象安全

　　象群还会继续北迁吗？“由于象群北
移距离较远，自行回到原栖息地较为困
难，继续游荡多长时间无法预测，可能需

要打长期消耗战。但如果象群继续向北，
人象风险都会加大。”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谢屹表示。
　　他解释说，现在这些区域或继续北移
区域都不是其适宜栖息地，一旦遇到气温
变冷或极端变化，可能危及种群安全，特别
是象群中的 3 头幼象，抵抗这些变化的能
力不强，其生存堪忧。由于该族群个体数量
较小，如若继续北移没有回到其原栖息地，
将隔断与其他象种群的基因交流，近亲繁
殖、结构单一等问题很可能导致该族群逐
步退化，甚至消失。
　　象群每到一处，既要调动公安、消防等
力量，又要强化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躲避象
群避免人员伤亡。象群长期游荡，对群众正
常生产生活也有较大影响。
　　谢屹说，为避免家族小种群灭亡，国际
社会通常采取圈围、活捕转移等人为控制
措施，送其返回栖息地与其他种群重新建
立联系，加强基因交流，优化种群结构，提
升物种遗传多样性。同时，对扩散出的族群
还应当持续组织力量，做好象群游荡区域
监测预警、群众安全防范宣传等，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云南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
挥部指挥长万勇说：“我们会继续密切监测象
群动向，根据象群走向研究合适举措。全力以
赴确保人象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目标。”

　　近期，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 15 头
亚洲象一路“象”北，经普洱、玉溪等地抵达昆
明，现在又转入玉溪市易门县活动，500 多公
里的漫漫“征途”引发全球关注。
　　无人知晓它们到底要去哪里，何时停下
脚步。但这一路“世界那么大，我‘象’去看看”
的迁徙路程，得到了中国从政府到民众的精
心守护，在确保大象安全的同时，也尽力避免
人象冲突。
　　这群庞然大物对沿途的庄稼田地和农房
造成了一定破坏，但在精细的防控措施下，野
象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在被问及是否害怕象群进村庄时，很多
村民表示，“不害怕，自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也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昆明市夕阳乡一位村民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我们不惹它，它也不会惹我们。大象这
个物种已经相当少，一定要爱护它。”
　　象群进昆明市区了、象群原地休息了、象
群进村民家偷吃玉米了、象群排排躺倒睡觉
了、象妈妈拼全力助小象翻越高速护栏了、小
象误喝了农家的酒醉倒了……野象迁徙的画
面被媒体、卫星和跟拍的网友上传到网络，无
论是亲历的村民还是围观的网民，大家都对大
象保持了极大的爱护与宽容。
　　有网友说，这几天每天一睁眼就是“刷”
手机看象群走哪儿了。有评论说，世界看到了
云南的美、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中国人的
乐观与爱，这 15 头大象成了今年中国最出
色的国家宣传片。美联社一篇报道说，该象群
已经成为“国际明星”。
　　避免人象冲突，达到人象和谐的背后，是
当地政府精准防控和群众的积极配合、爱心
守护。因为表面上看，亚洲象憨厚可爱，但却

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它跑起来比人快，必须
和野象保持绝对的安全距离。
　　在象群进入市区前，昆明市晋宁区成
立了现场指挥部，采取“盯住象”“管住人”
的疏堵结合措施，投入应急处置人员及警
力 630 人，出动各类应急车辆 106 辆、无
人机 14 架，投喂象食 3.6 吨，保障了象群
食源，减少了人象遭遇。
　　 9 日下午 1 时左右，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个由 20 多辆渣土车组成的“野象拦
截车队”停在昆明市夕阳乡的路边。不久
后，车队接到指示，转移至 20 多公里外易
门县的一处卡点，为拦截大象做准备。
　　仅 9 日一天，现场指挥部就投入应急
处置人员及警力 1297 人次，疏散群众
11071 人，投喂象食 2.1 吨。
　　睡觉时，三头大象将一头小象紧紧护在

中间，醒来后，小象发现自己被卡在里面动
弹不得，几次起身都没成功……无人机拍摄
到的北迁象群“超萌睡姿”在网络上刷屏。
　　负责监测象群的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工作人员陈胜瑶介绍，其实象群睡觉时警
觉性很高。“它们各有分工，基本都是三四
头睡，旁边还有三四头站着，负责警戒。”他
说，每到这个时候，为了不惊扰象群，他们
都要将无人机调到最高高度。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
的陆生脊椎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云南省在亚洲象分布的热带地区建立
了 11 处保护区，总面积约 51 万公顷。经
过 30 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南野生亚洲
象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发展到目前的约 300 头。

　　对于象群的动向和下一步应对方案，
专家分析说，希望象群“迷途”知返，能自己
找到一条回原栖息地的路，或重新开辟一
条适宜路径踏上归途，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防止对其以后的行为活动产生干扰。
　　“假如说象群确实出现了生存困难，或
者人象冲突剧烈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会认
真分析，采取一些人为辅助的措施，帮助它
们回到原来的栖息地。”云南大学生态与环
境学院教授陈明勇说。
　　据悉，相关部门、专家组等正持续跟踪
监测象群动向，深入分析研判，以期形成一
个较为合理的综合性应对方案。
　　目前，象群在昆明市夕阳乡短暂休息
后，继续走走停停，向西北迁徙。
   （记者：赵家淞、赵珮然、姚兵、严勇）
    据新华社昆明 6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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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
拍摄的野象（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云南一群向北迁徙的野象，不仅火爆全
网，国人纷纷“观象说象”，还引发众多外媒
关注，让全世界看到云南各地的妥善应对，
感受到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野生动物的爱护。
  “大象连续剧”可不像“观剧”那么轻
松。据报道，在最初 40 天，象群就已接连

“肇事”400 多起、破坏农作物 800 多亩，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近 700 万元，但整个过程
总体可控。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采取

了一系列妥善措施，投入了不小的人力物
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象冲突”。
  这是一次群策群力的专业应对。云南
省林草局成立亚洲象北迁安全防范工作领
导小组和 7 个专项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
监测预警、安全防范、宣传引导；国家林草
局也专门派出专家组赴滇，共同商讨应对
象群北迁相关措施。
  这是一套考虑周到的组合拳。为掌握
象群迁徙实况，有关部门出动了由数百工
作人员、数十辆车和多架无人机组成的工
作队；为减少对居民生活区的影响，准备了
数吨菠萝和玉米引导象群改道；为避免秩
序混乱，建议民众不要用鞭炮或其他方法
恐吓象群；为打消民众顾虑，相关损失全部

由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赔偿……
  对于即将召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云南来说，这支
自带萌点的象群和政府、民众的妥善应对，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为守护自然生态、维护
生物多样性而不遗余力的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官民携手护象”讲述
的正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的中国故事。而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媒
体用富有创意的报道、通俗易懂的语言，用

“官民携手护象”这个案例讲好中国故事，
也留下深刻的启示。

“官民携手护象”正是生动的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