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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楠、邵美琦、司晓帅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
《生物多样性》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我国首
批 5 个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布。横跨吉林和黑
龙江两省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下称虎豹公园）
跻身其中。
　　在农历虎年到来之际，记者梳理出公众对
虎豹公园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并深入虎豹公
园辖区内进行实地采访，为您还原现实中的东
北虎豹公园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虎豹公园在哪？面积有多大？我

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有多少？

　　虎豹公园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规划面积
约 1.4 万平方公里，黑龙江省占公园总面积的
32.05%，吉林省则占 67.95%，这里是我国东北
虎、东北豹历史天然分布区和唯一具有野生定
居种群和繁殖家族的地区。
　　 1.4 万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对比而言，
四川省成都市的总面积为 1.43 万平方公里，虎
豹公园的面积比成都市略小一些。
　　东北虎，又叫西伯利亚虎，是重要的虎亚种
之一，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和我国东北林区，
被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物种生存委员会猫科动物专家组成员冯利民
介绍，一百多年前，我国东北林区曾出现过“众
山皆有虎”的盛况，但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人
为活动的增加，森林被砍伐，东北虎豹种群
萎缩。
　　在 1998 年至 1999 年进行的中俄美三国
专家联合调查中，仅发现少量东北虎豹的痕迹，
判断当时中国境内东北虎仅存 12 只到 16 只、
东北豹 7 只到 12 只。
　　“从 20 世纪末开始，我国逐步停止了森林
砍伐，同时严惩盗猎，重视植被恢复，建立自然
保护地，东北虎豹栖息地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野
生种群得到恢复。”冯利民说。
　　北师大虎豹研究团队发现，2014 年到
2015 年，游走于中俄边境保护地的东北虎至少
38 只，东北豹至少 91 只。在这个区域的北部是
湿地和铁路、公路等人类生活设施，东部和南部
毗邻海洋，百余只东北虎豹拥挤在不到 4000
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成了它们的生存孤
岛。如果不开辟西进中国之路，这支野生东北虎
豹种群将面临崩溃。
　　 2017 年，我国决定在这一区域设立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当年 8 月 19 日，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由国家林草局垂直
管理。
　　试点以来，虎豹公园管理局会同两省政府，
建立了央地协同工作机制，构建了试点工作保
障体系，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统筹治
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最新数据显示，野生东
北虎豹的数量由试点之初的 27 只和 42 只分
别增长至 50 只和 60 只，监测到新繁殖幼虎
10 只以上、幼豹 7 只以上，呈现向中国内陆扩
散趋势。

　　管好这么大的虎豹公园，有没有

新奇科技加持？

　　作为旗舰物种的野生东北虎豹，它们的存
在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吸引野生东北虎豹
回归，前提是给它们提供安全、舒适的生存环
境，这就需要大量人力保护和科技赋能。
　　“通讯靠吼，交通靠走，防寒靠抖”是试点前
生态学家和巡护员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当时，
有限的技术条件耗费了科研团队大量的人力物
力，但收效甚微。
　　 2018 年 2 月，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
与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挂牌。当年，北师大
投资约一千万元，在虎豹公园内的 500 平方公
里开始了“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的初步试
验，集成现代通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高科技
手段，实现对东北虎豹、野生动物以及人类活动
信息和动态的实时监测。
　　小规模试验成功后，中央财政陆续投入了
约 5 亿元人民币，扩大了这个系统的使用范
围。如今，在虎豹公园范围内，已经安装了近 3
万台红外相机，覆盖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这套
被称作“天地空”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和管理的
系统，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国家公园大面
积全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不仅可以联网完成
高清图像和视频实时回传，还能做到土壤、水
质、空气等传感器的生态因子采集回传。
　　以前需耗费一年的数据采集工作量缩减到
一天，科研人员摆脱了与老虎的“时差”。“这对
我们的科研方法来说是一个巨大改变。”冯利民
说。截至目前，这套系统已经获得了超过 800
万条视频数据，其中东北虎豹的视频数据 2 万
多条。

　　东北虎“奶爸”们平时是怎么保

护老虎的？

　　虽然有了科技助力，但是大量的日常巡山
巡护、清山清套等自然资源管护工作还是需要
大量巡护人员靠脚力和体力去完成。

　　就拿反盗猎这项工作来说，试点期间，虎豹
局下设各分局共开展反盗猎巡护 4.62 万次，反
盗猎巡护里程 20.61 万公里，清理猎套猎具 1 万
余个，猎套遇见率较试点前降低 97.51% ，人为
干扰显著降低，反盗猎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同
时构建了全局统一的 SMART 巡护管理数据
库，建立林场—分局—管理局信息管理架构，实
现数据库终端扁平化接入，巡护数据整体化
分析。
　　今年 40 岁的李冬伟就是众多巡护员中的
一员，他生活在位于中朝俄交界处的吉林省珲
春市。2012 年，在家务农的他加入了当地野生
动物保护志愿者队伍，2020 年底正式成为珲
春市林业局巡护队队长。
  从事巡护工作以来，李冬伟和同事们共清
除一万多个钢丝套、兽夹等捕猎工具，多次协助
抓获违法盗猎人员。“一天走上 10 公里是巡护
员的常态。”他说。
　　目前，李冬伟已通过多种形式组织招募野生
动物保护志愿者 400 多人，这其中不乏一些年逾
古稀、年轻时曾进山打过猎、熟悉山林地形和野
兽习性的老猎人。但更让李冬伟欣慰的是，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加入东北虎保护工作中。

　　和东北虎做邻居的都是什么

人？生活受到影响吗？

　　横跨两省、6 个县市，包含了 22 个乡镇，
107 个行政村的虎豹公园内生活着 9 万多名原
住居民。在试点推进过程中，谋求人与虎豹的共
赢局面成为重中之重。为此，虎豹公园管理局聚
焦实现“两个方向”和“一个平衡点”，即为东北
虎豹提供良好生态环境，实现原住居民和谐生
存，然后在人与虎豹中间找到平衡点。
　　在虎豹公园区域内的村屯路口，进山通道
处，都会看到明显警示标志和标语。“通过严密
的管控，现在进山的人越来越少，为野生动物生
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动物慢慢靠
近人的活动区域。”虎豹公园管理局汪清分局副
局长高延民说。
　　同时，虎豹公园体制试点区出台多个文件，
确定突发事件规范化处置流程。试点区还建立

了虎豹公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组建了应急
处置专家团队，妥善处理了多起突发事件，去
年在黑龙江发生的“完达山 1 号”事件就是
其中一例。
  2021 年 4 月下旬，一只雄性野生东北虎
闯入黑龙江省密山市村庄，并造成 1 人轻
伤。经多方通力合作，该虎被成功救护后，被
命名为“完达山 1 号”。
  为帮助当地居民掌握防范人虎冲突的基本
常识，试点期间还开展了大量宣教活动。如今，
拥抱虎豹，和谐共存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
　　在试点区内生活的社区居民世代居住在
此，以农、林、牧为主业。老虎下山，人为虎让
路，但这些人的生计怎么办？“试点期间，区内
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从事森林管护工作，人
均年增收 1 万元。”虎豹公园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在保护优先的原则下，该局
利用生态体验、特许经营、第三产业等方式，
促使区内初步形成了以黑木耳、蓝莓、桑黄等
为代表的种植业，以黄牛圈养为代表的养殖
业和以绿色生态游、红色文化游为代表的旅
游业等绿色支柱产业。

　　饿急了的东北虎要是吃了牲

畜怎么办？

　　生态向好，野兽增多，成果喜人。与此同
时，虎豹吃牲口、毁农田等人虎之间的“官司”
也随之而来。经多年努力，虎豹公园方面已实
现对域内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 100% 赔付。
　　不过，这项补偿若仅靠国家财政支付存
在一定局限性。因此，虎豹公园探索引入了商
业保险机制。保险公司推出涵盖人身损害、家
畜家禽损失、农作物损害、经济作物损害等专
属产品，并开通绿色通道，加快理赔速度。
　　 2021 年 12 月，虎豹公园首次向因野生
动物肇事而蒙受损失的居民发放了国家政府
性补偿资金。在 2020 年至 2021 年度，这项
资金总额就达 714 万元。
　　让黄牛下山，请老虎归山。虎豹公园里的
原住居民高度依赖黄牛养殖等传统产业，其
经营活动对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性造成一定

影响。从试点之初，政府部门就开始倡导以山
下圈养的方式替代山上放养。国家林草局积
极探索虎豹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途径，多
措并举推动黄牛下山，支持引导园区内黄牛
产业转型升级。

　　能去虎豹公园旅游吗？假如遇

到了老虎怎么办？

　　过去，在林子里遇到东北虎是人们想都
不敢想的事。如今，在虎豹公园区域内发生人
虎相遇事件已不再是新闻。远的不说，就在今
年元旦以来，位于虎豹公园核心区的吉林珲
春、汪清林区内就发生了四五起人虎相遇事
件。当事人将拍摄到的视频上传网络，引发网
民关注。
　　前不久，冯利民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申
请，后来得知，两位在网上看到遇虎视频的
南方朋友专程赶到珲春，进山寻虎，想在虎
年沾沾老虎的喜气。此举，让冯利民心存
担忧。
　　对此，虎豹公园管理局提醒广大网友，在

“虎年遇虎”的幸运欣喜之余，切勿忽略人身
安全。虎豹是猛兽，切勿去围观，如非属必要，
切莫擅入山。
　　但是，如果真的在山林中遇到野生东北
虎怎么办？2020 年 7 月，虎豹公园管理局联
合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相关专家总结
多年野生动物保护实践经验，对外发布了

《人虎冲突应对社区指南》，以指导保护工作
者和社区群众用科学的方法降低人虎冲突。
　　“在万不得已需要进入此类区域时，必须
做好以下防范措施：至少三人结伴同行，并避
开老虎频繁活动的清晨、黄昏时间段。携带能
够制造巨大噪音的工具，例如口哨、金属桶和
鞭炮等。不要在森林中蹲伏，因为人蹲着看起
来更像老虎的猎物……”
　　吉林省虎豹专家组专家表示，随着野生
东北虎豹数量增加，以及人们保护野生东北
虎豹的意识增强，《人虎冲突应对社区指南》
能够帮助人们更科学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人
虎相遇或人虎冲突。

▲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监测相机拍摄到的野生东北虎（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记者近日从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和天桥
岭森林公安分局获悉，被成功救护并放归山
林的“完达山 1 号”野生东北虎，多次出现在
吉林省天桥岭林区。
　　近日，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动保工作人
员和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
动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及林场巡护员组成
巡护考察小组，走进天桥岭林海深处了解“完
达山 1 号”野生东北虎放归山林后的生活
状况。
　　巡护考察小组根据“完达山 1 号”项圈位
点轨迹实地勘查，对其在野外生存情况和健
康状况进行评估。巡护考察小组通过探查可

能捕食点发现，有多处被捕杀的猎物尸体，判
定“完达山 1 号”野外捕食能力正常，野外生
存状态良好。巡护考察小组还将收集到的疑
似野生东北虎的排泄物送回实验室，进行
DNA 分析。
　　据了解，“完达山 1 号”野生东北虎已多
次出现在天桥岭林区。分别是：2021 年 5 月
25 日，卫星跟踪圈信息显示其首次进入天桥
岭林区；同年 8 月 12 日，它在天桥岭林区和
黑龙江林区交界处出现；同年 9 月 26 日，在
天桥岭林业局向阳林场施业区内拍到它的视
频；同年 10 月 29 日，它再次进入天桥岭林业
局上河林场施业区内；同年 12 月 16 日，在响

水林场施业区内再次拍到其影像。
　　“完达山 1 号”野生东北虎频现天桥岭
林区，引起当地动保部门和警方的高度重
视。相关部门紧急启动联动机制，向林区
群众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示不要进入虎
豹经常出没区域，巡护人员要做好安全防
范措施。
　　目前，天桥岭林业局和天桥岭森林公
安分局正在持续关注“完达山 1 号”野生东
北虎的动向，以保证遇到紧急突发事件能
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
处置。

(记者高楠)新华社长春电

“完达山 1 号”放归后频频现身，“虎功”不减

“虎豹乐园”开在哪 “寻虎觅豹”有多难 “与虎为邻”是啥人 “路遇猛虎”怎么办

原 来 它 是 这 样 的 东 北 虎 豹 国 家 公 园

　 　 新 华 社 杭 州 电
（记者林光耀、王辰
阳）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27 岁的北京企业
白领张宇（化名）挎上
背 包 往 办 公 室 外 走
去，熟练地戴上耳机，
继续收听上午通勤路
上没听完的节目，耳
机里播客节目的声音
陪伴他度过拥挤的晚
高峰回家路。
　　“播客已经成为
我的‘生活伴侣’，洗
漱、通勤、等待的时
候，我都会见缝插针
地打开播客，用声音
填补空白。”张宇说。
　　在中国的城市，
听播客正逐渐成为越
来越多青年的生活方
式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 eMarketer ”调研
报告指出，2021 年
中 国 播 客 听 众 约 有
8600 万人，仅次于美
国，播客在中国迎来
发展黄金期。
　　各平台的数据也
揭示出播客在中国的
火爆。播客应用小宇
宙上线仅一年半，用
户数已超过 200 万，
拥有播客节目超过 1
万档；音频内容平台
喜马拉雅数据显示，
该平台 2021 年新增
约 700 万播客用户；
网易云音乐则表示，每个月在其平台上收
听播客的用户超过千万……
　　无独有偶，赵瑜（化名）正边听着播客
边为自己准备晚餐。“做家务或者做饭的时
候，眼睛和手都得干活，这个时候听播客能
给自己一些陪伴和共鸣。”
　　 2021 年硕士毕业后，她来到浙江省
嘉兴市，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平均每天会
听一个小时以上的播客，内容一般是时事
和热点话题的讨论。在她看来，播客正成为
城市独居青年的精神家园。
　　像赵瑜这样的年轻人，广泛分布在中
国的一二线城市，是播客的忠实听众。收听
场景和关注的话题也十分多样，从国家大
事到家长里短，从公共话题到儿女情长，既
有严肃探讨，也有娱乐消遣。
　　作为重度用户，北京白领杨今曦每天
听播客的时长约 3 个小时。除了故事类、脱
口秀类节目，他还会将播客作为获取知识
的手段。“比如说我最近在研究保险，我同
时就在收听一个讲专门去讲保险领域知
识、分析不同类型保险的播客节目。”
　　播客内容平台“JustPod”创始人程衍
樑说：“播客在中国的核心受众主要是 20
多岁、30 多岁人群，在大学生中也很流行。
总体上，男性更经常收听历史类节目，女性
则更偏爱情感类节目。”
　　自 2003 年中国首档播客节目创立
后，播客在中国长期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
状态。然而，在近 20 年后的今天，播客在
中国悄然“升温”。
　　全球播客搜索引擎“ListenNotes”数
据显示，2020 年 4 月中文播客的数量刚
刚突破 1 万档，而到了 2021 年底，这个数
字已经突破 4 万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认
为，声音媒介在某些特殊场合的优势是视
频所无法替代的。此外，2020 年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人们在家待的时间更长，长期视
力聚焦近处或屏幕让眼睛易疲劳，播客成
为解放双眼的新的信息获得渠道。
　　“播客的再次流行与媒介发展的逻辑
是镶嵌的。”董晨宇同时认为，播客作为一
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其本质是旧有媒体形
式借助互联网再次进入人们的生活。
　　“播客一期节目一般在半小时以上，视
听环境和内容的沉浸感助力播客持续走
红。”一款音频类手机软件产品经理李雪茹
说，不同于短视频需要在短时内涵盖尽可
能密集的信息量，播客节目具有独特的“自
由化”调性，内容可以是嘉宾漫谈、主播独
白。“像是一位在耳边的朋友”，这也是播客
的独有魅力。
　　在中文播客节目“日谈公园”主创李志
明看来，媒体是内容的连接，而播客的独特
魅力在于它是情感的连接。“如果说图文模
式是最准确的，视频是最丰富的，那音频是
最有温度的。”李志明说。
　　播客在被听众接受的同时，也逐渐展
现出更多商业价值。小宇宙 CEO 舒玉龙
发现，播客正逐渐成为市场化媒体的标
配。“2021 年以来，三联生活周刊、GQ 杂
志等很多传统纸媒也开始进军播客市场，
他们在小宇宙开设了播客账号，并且策划
录制一些针对播客平台分发的音频内
容。”
　　“eMarketer ”预测，2022 年中国的
播客听众数量将达到 1.02 亿，到 2024 年
将有超过 10% 的中国人成为播客听众。
　　程衍樑介绍，除了普通话，粤语、四川
话、重庆话等方言播客均在蓬勃发展，这些
方言节目正以一种更贴近生活的姿态呈现
音频内容。“播客在中国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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