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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上海濒危珍稀陆生

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主要定点

单位有两家，分别是上海动物园

和上海野生动物园。另外还有临

时的救护点，如浦西的和平公园

和浦东的华夏公园。而相关职能

部门除了市一级的野生动植物保

护站，每个区县也都有保护站。

市野保部门表示，随着市民对

野生动物保护关注度的提高和野

生动物保护相关执法工作的加强，

上海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种类和

数量都呈现增长的趋势。

上海动物园承担85%任务
据统计，2006年—201 2年间，

本市共收容救护野生动物1 66种、

1 51 8只，其中还不包括市场常见

的蛙类和蛇类。其中2006年总共

才收容1 1 只，2007年增长到68只，

2008年达到1 20只，2009年1 55只，

201 0 年 278 只 ，201 1 年 达 到 484

只，201 2年开始有所减少，达到

402只。近年来基本稳定在这样的

数字。

上海动物园是自2003年起开

始开展野外救护和收容工作的，

也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保护动物收

容点，承担了整个上海约85!以

上的收容救护任务。

近5年来，上海动物园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数量是：2009年全年收

容救护81 批次，201 0年1 1 5批次，

201 1 年270批次，201 2年1 94批次，

201 3年1 34批次。截止201 4年6月

底，201 4年收容救护已达75批次。

种类、保护级别越来越高
除了数量增多，收容救护的

野生动物种类范围也越来越广，

保护级别越来越高。

据统计，在2006年—201 2年

期间本市野保部门收容的1 66种

动物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8种

51 只，《 华盛顿公约》附录I物种5

种2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3种

295只，《 华盛顿公约》附录II物种

36种278只；非重点保护动物74种

868只。

上海动物园动物繁育科科长

郑 建 清 告 诉 青 年 报 记 者 ，2006

年—201 2年期间，上海动物园收

容救护动物种类达到1 45种。

“ 以前比较多的是蛇、龟两栖

爬行类动物，还有一些就是天鹅、

鹦鹉等鸟类动物，也有昆虫类和猛

禽。现在不仅有狐狸、豹猫等食肉

类动物，麂子、梅花鹿等食草类动

物，甚至还会发现猕猴、懒猴等灵

长类动物。”他介绍说，这两年动

物园收容了不少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如东方白鹳、瑶山鳄蜥等。还有

属于《 华盛顿公约》附录I的国外

物种，如暹罗鳄、孟加拉巨蜥等。

从11只到400多只，近年来本市救护收容野生动物大幅增长

收容名单里不仅有象龟，还有 跳进黄浦江逃逸的梅花鹿

上海动物园动物繁育科科长

郑建清表示，上海动物园如今经

常会接到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及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方面的咨询，平

均全年接听的咨询电话就有300

次之多，咨询内容包括如何饲养、

物种鉴定、如何放生、治疗、救护，

是否可以收容等等。

不过，他也提醒市民，在积极

保护野生动物时首先要增加对野

生保护动物的了解，避免上当受

骗或是走入误区。

不要轻易放生野生动物
郑建清表示，所谓“ 野生保护

动物” 是指被列入到国家和国际

保护动物名录中的动物，以及上

海的地方保护动物。“ 是要有益

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有科学研

究价值的。”不少市民不了解保护

范围，尤其是喜欢“ 放生”，反而

导致“ 帮倒忙”的情况出现。

“ 比如鳄龟。”他表示，鳄龟

属外来物种，世界最大的淡水龟

之一，体形大且攻击性强，在上海

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它几乎没有天

敌，生长繁衍又快，很容易伤害本

土鱼类，甚至造成生态灾难。“ 如

果把这样的外来物种当成珍稀动

物放生，其实就是在帮助生物入

侵，带来环境危害。”遇到这样的

动物还是先咨询野保部门或是动

物园来进行处理。

发现非法买卖者先举报
郑建清也提醒市民，在熟悉

保护动物的基础上，如果市民发

现有人饲养或是倒卖动物，首先

要做的应该是举报。“ 有些市民有

保护意识，但方式不对，比如遇到

市场倒卖的，会先买下来再送过

来，这样不是助长了倒卖的风气

吗？”举报途径有很多，如果是非

法买卖，可以向市野保站或是各

区县野保站，公安部门、工商管理

部门举报。

不要违法饲养保护动物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未获

得当地林业部门许可的情况下，

私自饲养国家保护动物属于违法

行为。正是由于不少市民图新鲜，

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私自买卖、

饲养野生保护动物，既滋长了违

法倒卖市场的产生，也让这些动

物失去了正常的生长环境，导致

一些动物逃逸，有的市民会在动

物长大后抛弃，一些保护动物被

迫“ 流浪”在外。野保专家也提醒

市民，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

心做这些违法行为，真正做到爱

护动物、善待动物。

这些收容进来的动物究竟是

从何处而来的呢？

上海动物园动物繁育科科长

郑建清告诉青年报记者，收容救

护的野生动物来源很多。有一些

因受伤、病弱、饥饿、受困、迷途等

被市民或是野保部门发现后进行

收容救护的。市民赠送、放生、弃

养的也是主要来源之一。

现 在 很 多 人 喜 欢 饲 养 稀 奇

古怪的物种当宠物，但养大了之

后发现有危险性或是没办 法 继

续养，导致遗弃的动物非常多。

市野保部门表示，在救护收容的

野生动物中，市民举报、饲养逃

逸、遗弃等人为因素已占到一半

左右。

此外，市民的这种需求间接

造成违法运输野生保护动 物 入

境、跨省市倒卖现象增多。野生保

护动物是不允许违法进行交易买

卖的，但由于具有巨大的商业价

值，有些不法分子依然顶风作案。

被执法机关查处没收来的动物，

也会被送往两大定点救护收容点

或是临时救护点。

郑建清介绍说，每只野生动

物被送来之后，都有一套收容程

序。先要过检验检疫关，受伤的动

物会进行救护、治疗和隔离。受伤

痊愈的和没受伤的健康动物，如

果是上海本土的，达到放归放飞

条件的，能适应上海生存环境的，

就予以放归放飞；如果是非本土

的野生保护动物，不适应上海的

生存环境的，就会在上海动物园

进行风土驯化保护，有的有条件

了可以予以展示。

据悉，除了蛇类等部分两栖

爬行类动物，目前上海动物园收

容救护动物的成活率已经能达到

60!左右。

在上海动物园的灵长类馆，

青年报记者看到了养在后场饲养

区的两只懒猴，一只一直蜷缩在

树干上，一只则被关在笼子里，不

安的样子可怜兮兮。

饲养员主管朱迎娣表示，这

两只懒猴都是今年上半年送来

的，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本来

是不应该被私人饲养的，但因为

长得很小很萌，有些人就会通过

非正常渠道弄回家饲养。

朱迎娣称，“ 地下市场上可能

一两千元就能买到一只。但是懒

猴是具有攻击性的，有些人会拔

掉它们的牙，有的发现长大了攻

击性强了，不高兴养了，好一点的

会送到我们这边来，有的就直接

丢掉了。”

朱迎娣告诉记者，懒猴是独

居性动物，放在一起就会打架，它

们又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睡觉晚

上活跃，饲养员不可能晚上一直

照看着，如果不“ 隔离”开来，晚

上互相打完架，白天蜷缩着睡觉，

伤口一直隐藏着很难发现，最终

互相咬死都有可能。而灵长类馆

舍只有这么多，已经专门辟出一

间饲养室给它们，不可能再分别

安排一间房间，所以有一只就只

能放在笼子里。

上海动物园动物繁育科科长

郑建清坦言，随着收容动物的数

量不断增长，对收容场所也带来

了不少的压力。

“ 现在进来的动物量大、种类

多，除了场所、设施方面的困难，

对我们的保护技术力量要求也更

高。”郑建清告诉记者。

他表示，近几年来有关野生

动物救助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

不穷，像市民饲养的以非法渠道

从国外引进的野生动物，对于这

些新种动物的收容救护，就有一

定难度，很多非本土动物、国外种

类的动物是饲养员第一次接触。

“ 像苏卡达象龟，本来我们动物园

是没有的，饲养方法也是慢慢摸

索出来的。”

有弃养、没收、赠送等多种途径

场所、设施受限，技术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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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断增长 保护级别增高

每年接到300多个咨询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