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

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

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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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 1日，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

家林草局组织制定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

录》开始施行。

“外来物种真不少啊”“这份‘黑名单’来得及

时”……一经发布，这份目录就引来众网友热议，

网上话题量达到 298万多条。

基于 2022 年全国范围外来物种调查及科研

人员多年来监测研究，这份最新名录内容从原有

的 52种更新为 59种。

鳄雀鳝、加拿大一枝黄花、美国白蛾……对

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人们或许只是偶有耳闻。

事实上，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也非新问题。大多

数时候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并不显眼，它们静悄悄

地给某些地区带去生态灾难，导致受灾地区以外

的人们很难关注到它们。直到去年 8月，鳄雀鳝

以一种异样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人知道

了“外来入侵物种”到底是什么。

抽干湖水只为两条外来“怪鱼”

“鱼抓到了吗？”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某直播平台的上百条

弹幕里，这个问题“刷屏”了。评论和弹幕背后有

至少 3700万网友看过直播。

直播现场在河南小城汝州，在那里，工作人

员抽干了公园里近 30 万吨的湖水，只为抓住两

条名为鳄雀鳝的“怪鱼”。

次日，汝州通报称，一公一母两条鳄雀鳝已

被捕获，并接受了无害化处理。至此，持续一个

月的“抽湖捕鱼大战”落下帷幕。

其间，网上甚至出现过此次行动是“劳民伤

财”的质疑。

但这个事件，可以说给全民上了一节外来物

种入侵的科普课。

早在 2002 年，在创始人胡隐昌研究员的带

领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

创新团队已经开始关注外来入侵水生生物。顾

党恩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

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

术体系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岗位专家。2009 年

起，该团队对包括鳄雀鳝在内的多种外来水生生

物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调查监测。

鳄雀鳝食量惊人，一旦泛滥成灾，不仅会影

响渔业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更会通过捕食作用

导致本土鱼类等水生动物种群的急剧下降，从而

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生态系统，进而威胁

生态安全。

调查数据显示，鳄雀鳝近几年来在我国扩散

蔓延速度非常快，在从海南到北京、从上海到西

南的大部分省区内都有野外捕获鳄雀鳝的记

录。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扩散到大部分自然

江河。

为了摸清鳄雀鳝等外来水生生物的分布和

数量变化，顾党恩团队常年在南方的各个水域撒

网、取水样、“摸鱼”。

此次鳄雀鳝进入新版名录，与该科研团队提

供的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以及风险评估报告有

着很大关系，可以说离不开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多

年努力。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负

责人介绍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在物

种遴选上有四个依据：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

防控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并不是所有外来入

侵物种都能‘上榜’。”顾党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鳄雀鳝能“上榜”，是因为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危

害，而且能快速扩散蔓延，一旦泛滥就很难得到

有效控制。

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000亿元

通过公开资料检索，记者发现我国较早的外

来入侵物种，是一种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蜗牛。

20世纪 30年代，这种蜗牛翻山过海，随着英

国、日本的全球贸易首先出现在我国厦门、台北。

如今，它已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多省区。这种蜗

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即人们常说的“非洲大蜗牛”。

它就是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不仅对蔬菜等

农作物危害极大，还携带多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

的病原体。

随着全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

扩散蔓延的风险不断提高，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

危害也逐渐增大。

农业农村部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

研究创新中心主任刘万学说，我国近十年新增入

侵物种 55 种，每年新增入侵物种达 5—6 种，是

20世纪 90年代前新增入侵物种频率的 30倍。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

所长、外来有害生物与植物检疫学科组首席专家

赵文霞记得，2010 年时，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出现

大面积高山栎枯死，许多山头出现成片成片的枯

死木，高原仿佛患上了“毛发斑秃”。赵文霞及有

关专家顶着高原反应走遍了这些山头，最终确认

高山栎大面积枯死背后的“凶手”竟是一种夜蛾

科昆虫。高山栎虽能在高原挺拔屹立，面对外来

入侵物种却可能遭遇生存危机。

另一种让赵文霞印象深刻的入侵物种是加

拿大一枝黄花。这种菊科植物在我国南方极易

滋生。“荒废的上海造船厂长满了这种外来入侵

物种，它们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处飘洒，风一

吹漫天遍野，扎根之处不给其他植物留下任何生

长空间。”赵文霞说。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是顾党恩对另一种

外来物种——齐氏罗非鱼的评价。这种鱼吃水

草能力极强，在实验环境条件下几条鱼一两周就

可以吃光一水池的水草。广州四大生态调蓄湖

之一的东山湖，因用于净化水质的水草往往被齐

氏罗非鱼破坏殆尽，导致东山湖水质净化工作陷

入停滞状态，水质一度沦为劣 V类。

另一种对全球森林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

外来入侵物种则是松材线虫。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首席科学家、教授杨忠岐说，其引发的松材

线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被称为松树的“癌

症”。一旦松材线虫侵入林区，会让以松树为主

的针叶林染上松材线虫病，从而对整个林区带来

毁灭性的破坏。

“能想象某一天黄山的主要景观资源黄山松

都被毁灭殆尽，黄山再无迎客松吗？”杨忠岐告诉

记者，1982 年我国首次在南京中山陵发现松材

线虫病，40 年来松材线虫给我国林业造成了巨

大损失和生态灾难。

对于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灾害，刘万学提供

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草地贪夜蛾危害严重时

可能导致玉米、小麦等作物 50%以上的产量损

失；番茄潜叶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番茄减产

80%—100%；苹果蠹蛾对我国苹果和梨等水果产

业构成的潜在经济损失高达 140亿元/年；在 1平

方米的玉米地里，30—50 株豚草苗就可以导致

减产 30%—40%；一只福寿螺中含有 3000 条以上

寄生虫……而它们还只是外来入侵物种当中的

一小部分。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由

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

高达 2000 亿元，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综合治理

刻不容缓。

科研为治理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与外来物种入侵的历史相比，我国对外来入

侵物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

赵文霞是国内较早研究外来入侵物种的学

者之一，她从 2002年开始研究外来入侵物种，但

当时距非洲大蜗牛抵达我国已有 70年。

赵文霞回忆说，当时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国外

关于入侵生物学的经典图书、著作、论文。后来，

随着外来入侵物种概念的引进以及一些应用实

践的展开，国内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

论著作和论文。

赵文霞告诉记者，国外的入侵生物学研究始

于 20世纪 30年代，兴盛于 50年代。我国外来物

种研究本世纪初起步，经过科学家们 20 多年的

努力，目前我国相关技术水平已经与国外不相上

下，但由于起步晚，我国对许多入侵物种的入侵

历史、路径和时间依然不了解，原始数据相当匮

乏，还需要长时间积累来补齐短板。

新世纪以来，我国入侵生物学学者最重要的

心血结晶之一，就是上文提及的 2013 年出台、

2023年 1月 1日更新的“名录”。

2013 年，原国家农业部发布了第一个国家

层面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名单——《国家重点管

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这份名录包含

52 种入侵物种，既包括紫茎泽兰、少花蒺藜草、

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等入侵植物、动物，也包括美

国白蛾、桔小实蝇等有害昆虫，以及番茄细菌性

溃疡病菌等有害病原物。

刘万学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批目录的出台具

有里程碑意义。自 2013 年以来，我国科学界对

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外来入

侵物种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法律也在不断地修订完善。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

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从境外

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

措施，防止其进入野外环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

成危害。

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我国

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制定了生物安全法、进出

境动植物检疫法、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

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还发布了 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

名单》，制定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第一批）》。

“可以说，目前我国已建成防范外来物种入

侵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

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告诉记者。

杨朝霞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组织或者委托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

研讨会，他的许多建议也被吸纳进本次修订的野

生动物保护法中。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还特别强调：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

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科学界也在行动，不断为治理和决策提供新

的依据和方法。

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

分类管理，每 10 年组织开展一次外来入侵物种

全国普查。2022 年，我国启动了包括实地考察、

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等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

作。近年来发现的草地贪夜蛾、鳄雀鳝等入侵物

种，都在普查范围内。

据赵文霞介绍，此次更新目录，最初各方提交

上的外来物种名单有800多种，经过多轮筛选，名

单从 800多种减少到 200多种，又从 200多种减少

到100多种，最终从100多种确定了59种。

科研也在各类外来物种的治理中发挥作

用。例如，顾党恩团队和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

站合作开发了多重防控技术，应用于对广州东山

湖齐氏罗非鱼的治理。结果显示，在控制试验

前，齐氏罗非鱼为湖区的优势种，占渔获物重量

的 79.41%，防控试验 20天后，工作人员在渔业抽

样调查中未采集到齐氏罗非鱼。

从调查统计、判定优势种和危害、甄别一个

外来物种是否属于入侵物种，到提供治理方案，

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到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中来。

相关方面都在积极努力，与外来物种进行坚

决斗争。

将外来物种挡在国门之外，是防治外来物种

的第一步。2022 年 9 月 4 日，上海海关发现了一

批可疑的快件。工作人员打开检查，发现了 300

个大小一致的环氧树脂管，这些管里塞着潮湿的

棉花，每个管放了一只活体蚂蚁。

经鉴别，这些蚂蚁是来自欧洲南部的野蛮收

获蚁，国内收货人大概是想将其作为宠物饲养。

但是，此类蚂蚁在我国并无自然分布，贸然引进

有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据了解，截至 2022年 11月，我国海关仅在上

海口岸就设置了各类外来有害生物监测点 471

个。据海关总署通报，仅 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

关就从旅客携带、邮寄等渠道截获检疫性有害生

物 173种 3.1万次、活体动植物 2925批。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仍在路上

刘万学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所

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来入侵物种防

控的重点，也是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行动指南。

在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做

的工作还有很多。

首先，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杨朝霞举例

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入了防治外来物

种的有关内容。但目前鳄雀鳝、巴西龟等“异宠”

的网上交易并未被遏止，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

对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这些宠

物如果不进入自然界，确实不构成外来物种入

侵。但是，这些宠物具有逃逸或者被放生的可能

性，交易、蓄养它们客观上增加了它们入侵自然界

的风险。为此，应对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完善。

“以鳄雀鳝为例，我国法律并未对鳄雀鳝的

销售作出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法

严格对鳄雀鳝的销售渠道、途径等进行监管。放

生行为极其隐蔽难以发现，鳄雀鳝很可能被混在

其它鱼苗中放入自然环境，等鱼长大被发现后，

也很难追踪放生者。”杨朝霞说。

其次，相关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刘万

学指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监测预警、扩

散阻截、应急处置、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都需要

加强。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风险预判预警机制，如

建立入侵物种风险预警的大数据库，掌握入侵物

种实时动态。比如哪些物种有可能入侵，它们从

哪些地方进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来？我们

都要有研究、有预判。”刘万学说。

第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亟待公众参与。顾

党恩提醒说，了解和防治外来物种并非只是管理

者和学者的责任，要想做好防治工作，就得有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

“美洲牛蛙、红耳彩龟、鳄雀鳝这类重点管理

入侵物种如果只是在可控的养殖水体或者水族

缸中并不会直接带来危害和形成入侵，是具有一

定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

致的随意引种、放生和丢弃，反而使它们在野外

变成了真正的外来入侵物种。此外，如果因为它

们被列入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导致把它们被当作

‘有害动物’而被丢弃或弃养，更会造成严重的生

态灾害。让公众认识到放生和丢弃外来物种的

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意

义。当然，科学家也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公

众提供必要的科普服务。”顾党恩说。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赵文霞说，在一

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

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例如，加拿大一枝

黄花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在江苏、浙江一带扩张

十分猖獗，占用了大量土地。但是，在北方，如河

北石家庄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它很难大规模蔓

延，却能够充当经济作物，作为鲜切花的配花为

人们带来收入。

“科学认识外来物种之后，除了做到不随意

丢弃或放生，普通公民还可以主动报告身边发现

的外来物种，为外来物种治理提供线索。如果人

人都能够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随手消灭身边

的外来入侵物种，就能真正筑立起外来物种入侵

防控的‘长城’，打赢这场外来物种入侵阻击战。”

顾党恩说。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

①①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实习记者 孙明源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策 划：刘 莉

美洲牛蛙简称牛蛙，原产于美国东部和加拿
大东南部，是外来入侵两栖动物的代表物种。

①齐氏罗非鱼已在我国华南地区的主要水系形成入侵，是
目前我国危害最大的罗非鱼种类。

②红耳彩龟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
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③微甘菊已被列入世界上最危险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之
一，也被列入中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 视觉中国供图

②②

③③

鳄雀鳝吻长，口尖似鳄鱼，密布锋利的牙齿，
攻击力强，因其口部形态似鳄鱼，故名鳄雀鳝。

紫茎泽兰原产于墨西哥，自 19世纪作为一
种观赏植物在世界各地引种后，因其繁殖力强，
已成为全球性的入侵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