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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巡护员：全天候的承诺
过去十年1000余名巡护员牺牲，但更多人依然坚持在反盗猎一线
当地时间11月15日，第二届

非洲巡护员奖颁奖礼在加纳首
都阿克拉举行。此次获奖的 50
名巡护员来自非洲17个国家，10
位优秀巡护员代表现场参加颁
奖礼，其中还有一名55岁的女性
巡护员。

在非洲大陆，一线巡护员要
面临来自盗猎者的生命威胁，却
普遍缺少专业设备支持，过去 10
年有超 1000 名巡护员牺牲，有
47%的巡护员一个月跟家人团聚
的时间不超过5天。

24/7的承诺

野外有无穷无尽的挑战，但
巡护员们每天都鼓起勇气，勇敢
地走出去，忠于野生动物保护事
业。这是一份24/7的承诺。

2019年 8月 23日，肯尼亚奥
佩杰塔自然保护区宣布在多方
合作和努力下，兽医团队成功从
仅剩的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身
体中各取出5颗卵子，共计10颗。
接下来，团队计划采用人工受精
的方式帮助北方白犀牛延续生
命。这一物种在濒临灭绝的边
缘出现重大转机。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时，Simon 正在像
往常一样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
备。确认好随身携带的枪支和
无限电设备，整理好制服，Simon
Irungu Wangu 露出了比往常更
灿烂的笑容。但这个笑容并没
有持续多久。当整个保护区都
陷入一片欢乐中时，Simon 意识
到这是需要更加警惕的时刻。
和同伴们一一击掌互相鼓励后，
他和他的队员们迈着坚定的步
伐走向预先部署好的观测地，又
是漫长一夜的开始。

Simon是奥佩杰塔自然保护
区反盗猎快速反应队的指挥官，
也 是 肯 尼 亚 国 家 警 察 预 备 队
（NPR）的成员。他领导着一支
42人组成的武装安全部队，负责
守护奥佩杰塔自然保护区及周
边野生动物的安全。这支部队
由肯尼亚武装警察预备役人员
组成。当重大武装偷猎发生时，
该小组会搭乘直升机直达事发
现 场 与 偷 猎 者 对 峙 并 实 施 抓

捕。
奥佩杰塔保护区位于肯尼

亚中部，以拥有“世界上最后的
北方白犀牛”和“甜水黑猩猩庇
护所”而闻名。这里生活着 123
头犀牛，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北方
白犀牛。

自 2006 年被选进犀牛监控
部门起，Simon 作为巡护员守护
犀牛已经超过 12年。在这 12年
中，无论是最初 3 年作为监察员
时刻紧盯犀牛的一举一动，还是
后来9年在反盗猎快速反应队活
跃于打击犀牛盗猎第一线，他始
终 认 真 履 行 着 守 护 犀 牛 的 承
诺。

Simon与奥佩杰塔和犀牛的
缘分却要追溯到他的童年。Si⁃
mon的母亲是保护区的一名医务
助理，他在奥佩杰塔出生并在这
里长大。他的童年伴随着奥佩
杰塔的一草一木和这里可爱的
野生动物们。

从小时候起，他就对野生动
物和保护工作产生了巨大热情。
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今后

要在保护区工作，为野生动物奉
献自己的一切。中学一毕业，Si⁃
mon就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从
最初泡茶、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到
现在反盗猎部队的指挥官，他从
未停止自己的学习和进步。

Simon曾救助过一头温顺的
南方白犀牛。在他和同事的共
同努力下，这头犀牛被放归野
外，恢复了正常生活。但仅仅一
年半之后，她就再次被盗猎者盯
上，最终被杀害。“我觉得我应该
做到更多。”这成为Simon后来不
断努力的理由。

去年八月，因为突出的表
现，Simon 从下士晋升为高级军
士，这份荣誉同时意味着更大的
压力和责任。

从童年许下这个珍重的承
诺起，Simon 始终坚持如一，并认
真贯彻到每一天的生活中，这份
承诺早已成为一份“24/7 的承
诺”。

“无穷无尽的挑战”

每天，Simon 都会根据收集

到的情报，分析盗猎者可能会出
现的地点并及时调整团队部署。
夜晚是盗猎高发期，这意味着整
个保护区进入沉睡时，反而是他
们更加需要警惕的时候。

相较于白天，夜晚作业总是
更加困难和危险。因为视线受
到极大影响，有时甚至难以确定
自己和同伴的确切位置。此外，
还必须时刻警惕着来自野生动
物的突然冲撞。

当然，更大的危险来自盗猎
者。

两年前，Simon 的团队曾与
一伙盗猎者近距离战斗。这天
早晨，当他们在巡逻和检查围栏
时，发现了一些脚印，这表明盗
猎者可能正在保护区范围内活
动。警惕的Simon立刻指挥追踪
犬进行追踪。从上午 10 点到下
午 4 点，他们终于发现了盗猎者
的行踪。很快，盗猎者也察觉到
了反盗猎部队的追踪。慌乱的
盗猎者开始架起猎枪向反偷猎
队伍疯狂进攻。Simon和队员们
一面躲避着猛烈的炮火攻击，一

面尝试抓捕。最终，在零伤亡情
况下，他们成功抓捕了盗猎者并
收缴了所有武器。

挑战总在发生。2018 年 1
月，Simon 刚从睡梦中醒来便收
到盗猎者入侵保护区东部边境
的报告。执行巡逻任务的巡护
员在保护区边境处发现了3个可
疑的脚印。Simon立刻带领着待
命小组和警犬前往现场。在离
保护区入口大约11公里的地方，
他们与盗猎者相遇并受到近距
离攻击。队伍立刻回击，训练有
素的Simon和队员们很快控制了
局势，成功阻止了一场预谋已久
的大型盗猎犯罪。

“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没有
硝烟的战斗”，与盗猎者面对面
真枪实弹的搏斗，是 Simon 和队
员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我
知道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
但我喜欢并享受这种刺激，这让
我真实地感觉到我在捍卫着这
些犀牛的生命”。

“野生动物的代言人”

除了在反盗猎第一线坚守，
Simon还尝试以更多方式呼吁人
们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只要有
机会，他总是在尝试告诉人们野
生动物所面临的危险，争取更多
人的支持。

当游客，尤其是学生们参观
奥佩杰塔保护区，想了解如何拯
救犀牛时，保护区就会安排 Si⁃
mon做演讲。他总是以最饱满的
热情向人们分享他与犀牛的故
事。在同事眼里，他是不折不扣
的“野生动物的代言人”。

Simon总是想要为野生动物
保护做到更多，这意味着他不得
不做出一些牺牲。

四年前，Simon 拥有了自己
的小天使——儿子 Ryan，但他没
有时间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每
个月，他只能用很短的休息时间
回到首都内罗毕与家人团聚。
然而，在他看来这些牺牲都是值
得的。因为守护犀牛和其他野
生动物是他必须兑现的对孩子
以及对世界的承诺。

（桃花源基金会）

▶奥佩杰塔自然保护区
反盗猎快速反应队指挥官
Simon Irungu Wangu

▲北白犀Fatu人工取
卵现场

来 源 ：Ami Vitale /
Twitter: @Ol Pejeta

▲Simon Irungu Wangu和队友在
执行巡视任务

在南苏丹开展经济安全援助
100天内缓解数百万民众的痛苦

近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南
苏丹代表处主任詹姆斯·雷诺兹
表示：“南苏丹人需要安全感，他
们一直生活在对未来的不确定
之中。数百万南苏丹民众已经
只能依存于贫乏的资源，如果局
势恶化，他们可能会失去所剩无

几的一切。”
经过多年的战争和暴力，在

2018 年 9 月，主要冲突方签署了
和平协议，南苏丹大部分地区迎

来了一段稳定时期，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也观察到该国出现了微
小但令人鼓舞的改善迹象。

该国的人道介入有所增加、

粮食危机状况略有缓解、流离失
所家庭正在慢慢返回家园、一些
地区的局势保持稳定。有鉴于
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部分
应急救援行动转变为可持续救
助的方式，向民众发放了种子、
工具和渔具。

许多南苏丹人担心目前脆
弱的稳定局势可能是短暂的，冲

突可能再次爆发。此外，最近发
生的大规模洪灾使很大一部分
民众处于危险之中，进入这些社
区的道路已经很复杂，一旦战火
重燃，南苏丹可能会陷入难以预
知规模的人道危机之中。

好消息是，今年越来越多的
南苏丹民众返回家园。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数十亿药剂残留排入水中
OECD最新报告指出全球食物链被威胁

中新网11月15日电 据“中央社”14 日
报道，最新分析报告指出，数十亿剂的抗生
素、止痛药与抗抑郁药残留，对全球食物链与
淡水生态系统造成重大风险。

据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比较了全球水样本中药物残留浓度的数据。
他们发现，在人类服用与动物使用的药品，有
多达 90%的有效成分会被排泄出来，重返环
境。而许多药品更是未经使用，就被丢弃。
单在美国，估计每年 40亿处方药中，有三分
之一最终被当作垃圾处理。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报告中引用的一项
研究还指出，估计所有药物当中，有10%可能
对环境有害，包括激素、止痛药与抗抑郁药。
并且，人类处方药使用还将急剧增加。

另一项研究指出，在印度、以色列、韩国
与美国的下水道中，都已检测到“极高”浓度
的药物产品。

仅在英国，在 890 座废水处理厂的下水
道中，乙炔雌二醇(ethinyloestradiol)、双氯芬
酸(diclofenac)、非类固醇消炎药布洛芬(ibu⁃
profen)、降血压药普萘洛尔(propranolol)与抗
生素都有出现，其浓度之高，足以造成“不利
的环境影响”。

报告的主要作者列奇(Hannah Leckie)表
示，在全世界的地表水与地下水，都有检测到
药物残留。

然而，她表示：“对于此事的发生，仍存在
很多未知数，甚至对于已发现的药物残留浓
度相关的情况，我们也知之甚少。”

韩“慰安妇”受害者对日索赔
案件在首尔开庭

参考消息网11月15日报道 韩媒称，日
军“慰安妇”受害者以及 20名遗属向日本政
府提起的索赔诉讼第一次庭审 11月 13日在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进行，受害者李容洙老人
亲自出席并哭诉受害经历。

据韩联社11月13日报道，李容洙老人在
庭上跪着哭诉了自己被日军强行掳走充当

“慰安妇”，被迫离开父母，接受电刑拷问的痛
苦经历。她表示，“慰安妇”受害者没有罪，真
正有罪的是日本。

报道称，“慰安妇”受害者和遗属于 2016
年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每人赔偿 2亿
韩元（约合人民币120万元）。但韩方向日本
政府寄送起诉书后，日本政府根据海牙公约
将其退回。韩国法院此后进行公告送达程
序，诉状从今年 5 月 9 日零时起被视为已送
达，由此庭审才得以启动，但日方当天无人出
庭。2016年提起诉讼的 11名“慰安妇”受害
者中，如今仅5人在世。

报道指出，另有 12名“慰安妇”受害者于
2013年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要求日方向每
人赔偿 1亿韩元，该索赔案也搁置至今尚未
开庭。该案的原告李玉善老人当天出席发言
称，国家犯错却避不出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理应出庭受审。日方在等受害老人们离世，
但历史永在，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受害者应
当得到赔偿。

本案第二次庭审定于明年2月5日举行。

别再给动物染色
马来警方：不人道，或危害生命

中新网11月16日电 据马来西亚《星洲
日报》报道，马来西亚警方呼吁民众停止将动
物染色，因为这是不人道的行为。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官方账号在“脸书”发
文称，将动物染色的行为将危害它们的生命，
因为毒素可能在动物舔身体时进入体内，或
者被皮肤吸收。

“即刻停止这个行为，因为这一点都不好
笑。”

贴文指出，若顽固不听，有关当局能援引
2015 年动物福利法令采取行动。虐待动物
的最高刑罚是罚款10万令吉或监禁3年或两
者兼施。

警方呼吁掌握任何虐待动物事件资料的
人士，即刻向兽医局或警方报告，“让我们一
起培养对动物的爱心与同情心。”

▲马来西亚警方呼吁民众不要给动物
染色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