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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活动的角度谈对东北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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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北虎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野生动物物种之一。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有４３１—５２９头野生东

北虎（达尔曼等，２００６），而在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不足２０头（于孝臣等，２０００；李彤等，
２００１），最近的监测则显示每年不足２０头出现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北虎是由俄罗斯游荡过来的

个体所维持。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急需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实现东北虎
野外种群的野外恢复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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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在维持健康生态系统功能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

小，但对小气候的影响却是明显的。间伐减小了上层植被

的角色。野生东北虎的自然种群的生存要求相当面积的森

的郁闭度，增加了下层的光照，进而改变其中的动植物种

林植被、一定丰富度的猎物种群数量以及良好的周边社会

组成。是近年来林业经营中最常见的采伐方式。间伐对东

环境。因此，如同一个保护伞一样，保护好东北虎的同时

北虎的影响主要由间伐的位置、间伐树种以及间伐的强度

也保护了一大块森林和大量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了栖息地

所决定。
１．１问伐位置

的生物多样性并维护了生态平衡（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东北虎是世界上最具超凡魅力的、最特别的物种之一，在
超过５，０００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一直视其为力量、美丽
和权力的象征。成功的保护东北虎意味着大量物种、适宜

在离河谷（水源）较近地区的树木砍伐在理论上是不
合理的。
１．２择伐树种

的生境和优良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反之则象征着保存物种、

因为每个动物（东北虎除外）都吃红松籽，红松被认

恢复自然生态及延续悠久绵长的虎文化的失败，人类的巨

为是森林的。面包”。对于野猪和熊来说，红松仔是其主要

大失败。

的过冬食物，鹿类也吃红松籽。因此丰盛红松籽对东北虎

众所周知，东北虎被尊称为森林之王，生存空间需求

及其有蹄类来说是有益的。历史上也曾多次证明野猪数量

十分巨大，一头雌虎需要４５０ｋｉｎ２，为了基因交流及健康生

的减少和红松的丰富度的急剧降低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应

存，最少需要３个家庭，这意味２７００ｋｍ２的空间。在我国，

该避免对红松的砍伐。

目前没有一个保护区覆盖着如此大的面积（解焱等２００７）。

柞树是另一个重要树种。其果实是有蹄类、松鼠、熊

所以，对于东北虎来说，那些非保护地的森林十分重要，

类和花栗鼠的重要食物。柞树的高强度利用对野生动物保

没有这些森林，大多数保护地面积太小和太孤立而不足以

护而言也是不利的。

满足可存活老虎种群的长期生存。没有森林，东北虎也将

落叶松、云杉、冷杉的砍伐对虎豹保护不存在重大的

在野外不复存在。同样，森林中人类的活动决定着东北虎

威胁，它们存在的地方一般不是很好的东北虎栖息地。然

的未来。这些人类活动包括森林砍伐、盗猎和下套以及诸

而，大面积云冷杉的砍伐会导致森林的干燥以及森林火灾，

如非木材产品收集等一系列的其他人类活动。

将侵蚀东北虎生境。

１森林砍伐

１．３砍伐强度

在中国东北地区，东北虎最重要的生境是以红松为关

在采伐后几年内食物丰富度和可获得性最高，但是随

键组成树种的针阔叶混交林。森林采伐方式主要有两种：

着演替的进行．上层郁闭度逐渐增加，食物丰富度和可获

皆伐和问伐。在目前的森林经营中皆伐应用较少，主要是

得性逐渐减少。一旦树冠封闭，无论是幼龄林还是成熟林，

因为皆伐方式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间伐通常仅

下层的许多不耐阴的树种就会消失或减少，从而降低其为

选择达到采伐要求的成熟植株，对景观结构的改变相对较

鹿类提供食物的价值。为了避免鹿类食物的缺乏，小量而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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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采伐显然是有利的，周期性择伐或其他适度干扰也
是可取的。

猎者提供方便。时至今天，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多起虎伤

采伐的即时影响也是明显的。在森林采伐时期，由于

虎矛盾不能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我国东北虎保护的

伐区人为活动多，机器噪音高，即使是鹿类和虎原来喜好

努力。当地居民对老虎的憎恨不仅导致他们不愿意支持东

的生境，通常也会离开。虽然这样，采伐迹地在大多数地

北虎保护事业，为了保护家畜和他们本身，这种憎恨更有

区能够改善鹿类的生境。大多数研究表明，采伐后的最初

可能会激怒当地居民伤害、毒杀东北虎。

人、吃人，１００多起牛羊被虎捕食事件。如果诸如此类的人

几年，采伐迹地内鹿类食物的丰富度和可获得性增加到最

如果人类的活动增加，森林将不能支撑东北虎生存，

高水平。同时伴随的对鹿类有利的变化包括食物营养成分

这些森林的价值也将日益降低。实际上，资源竞争也是人

的短期增加、大枝条发生以及在一些生境类型中某些灌木

虎矛盾的源泉。然而，森林的管理因缺少人虎矛盾资料及

果实产量增加。所以，依赖于砍伐树木的种类，间伐是有

相应的定量程序理解竞争利用的正确平衡等等而变得极度

利的。然而，间伐对野生动物最大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庞

困难。为了深刻了解人虎相互作用的机制，大量老虎研究

大的支撑择伐的公路系统（相对于皆伐来说，间伐每公顷

的数据需要整合于定量分析，这种定量分析的结果能够合

获得的树木较少，因此相应地需求更多的道路）。道路对野

理地平衡人虎资源竞争。

生动物（包括东北虎）来说是致命的陷阱。道路也为盗猎

综上所述，由于老虎对生境的要求不高（食物、水、

和高强度野生动物捕杀大开方便之门。很多野生动物包括

隐蔽所、繁殖地），可以允许适当的人类利用（采集种植人

老虎被乘座于沿道路车上的盗猎者射杀。所以，新的道路

参、适当采集松子、间伐），但不允许打猎等活动，可以应

的形成相当于创立了生物陷阱。即使知道有道路的地区会

用多级利用管理来实现人虎共处平衡。

有更多的野生动物丧生，但道路一旦建成，关闭是极其困

我们还可以应用保护地分区管理的概念来减低保护区

难的（一些人宣称要保留道路以用来防火，这是一个完美

面积不足对虎的影响，在老虎栖息地建立分区，对各个分

的循环逻辑，其立足点是道路最先出现）。
２盗猎和下套

策、规定、条例等，在资金、人员流入控制、人类活动限

区类型的管理目标和标准进行明确规定，采取地方性的政

目前，对东北虎和有蹄类的直接威胁依然是对东北虎
和有蹄类的非法盗猎。由于中国政府已经严令禁止枪的使

制、补偿等方面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

用，所以用枪盗猎的情况比较少见，另一种对东北虎及其

４．１建议地方政府，甚至是主管具体区域的部门根据老虎

猎物有直接影响的威胁就是套子的使用。
目前，套子成了威胁东北虎生存的最大、最直接的因

．

４建议
的需要进行划区并规定相应的管理章程或者条例。以自然
保护区为核心，扩大受保护的范围。

素之一，这些简简单单、人类用１分钟就能制作完成的铁

４．２建议减少非法的树木砍伐。

丝套子却时刻威胁着动物的生命。套子不仅猎杀了大量东
北虎食物：野猪、狍子、马鹿等野生动物，使东北虎因缺

４．３建议妥善的管理和限制对关键物种的砍伐、捕猎。

少食物出现生存危机，导致东北虎越来越多的捕杀农民的

４．５建议建立灵活和合理的森林多极利用管理体制以获得

牛和马，还直接造成了东北虎的伤亡。据统计，曾有一段
时间，几乎每年都有东北虎因套子致死，因此，下套者已

保护与供养平衡。
４．６建立详细的可操作的补偿机制以减轻人虎矛盾，鼓励

经成了东北虎保护事业和建立生态和谐社会的共同敌人。
３其他的人类活动

４．７出版有关在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同虎共存的指导小册和

在有虎出现的所有地区，当地居民普遍依靠收获植物

４．４建议砍伐完毕后封闭砍伐道路。

当地居民支持东北虎保护。
教育材料，并分发给当地政府和居民。

和动物产品满足他们大部分生存所需和增加收入。那些在
经济上依赖于山中资源者也是当地社区最贫穷的居民。他

４．８建立专职的野外工作小组执行反盗猎，清套，监测等

们在各方面明显依赖森林资源而生存：获取浆果等可食植

４．９规范养殖。

活动。

物、药材、放牧以及获取建材和家具原材等等。
很明显，非木材产品的收集能从动物个体至生态系统
等不同层次上影响着生态保护过程。根据人类管理实践的
不同，非木材产品的收集都能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深刻地
影响任何一个物种。就东北虎而言，非木材产品的收集减
少东北虎猎物种群的食物，这很有可能是导致野猪等野生
动物由于缺乏食物侵犯庄稼的主要原因，当地居民由此抱
怨野猪等野生动物数量过多，建议当地政府准许合法打猎
野猪等野生动物。
因此，可持续收获不仅对植物物种保护非常重要，对
当地居民的生计也不可忽视，实际上非木材产品的可持续
利用作为一项保护策略是基于为了平衡来自于诸如砍伐和
家畜饲养业等带来的破坏性土地利用的威胁，森林的保护
必须给当地居民提供经济刺激的论点。
另外一些人类活动也对东北虎及其猎物产生影响：家
畜食草同野生鹿类形成资源竞争，实际上当机会出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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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乐于捕杀大型家畜，这样会加深人虎矛盾。林蛙养殖者
很容易在森林中下套，他们在森林中的小屋也很可能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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