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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者”泛滥：一枝花数年难剿灭
外来物种入侵湖南再调查：无天敌，或造生态灾难

专家呼吁国家立法防控
幕后追凶

八成入侵都是人为因素造成
不能让它们再疯了。10月24
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刘少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树木
学教授喻勋林等专家现场开讲，
探讨
“
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
喻勋林教授介绍， 外来入
侵植物有三大特点， 生态适应
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能力
强，会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直接
或间接造成巨大损失。
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办公
室肖顺勇科长介绍， 目前排名
10月，大托铺街道办组织的志愿者正在清除湘江边的一枝黄花。

前十的入侵物种有加拿大一枝
黄花、豚草、假高粱、水葫芦、空
心莲子、毒麦、福寿螺、巴西龟、
稻水象甲、红火蚁，不仅危害农
作物，还影响生态与人体健康。
我省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外
来 物种 已有 10 年 。2005 年 ， 省
农业厅加挂了湖南省外来物种
管理办公室牌子。
而2011年5月，湖南省人大
审议通过了 《湖南省外来物种
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外
来物种管理地方性法规。

多城围剿

■记者 黄定都
人们热议“稻水象甲每年啃
掉湖南359.3万公斤稻谷”时，其
他“凶手”正猖狂，令人焦虑。
过去两个月里，一枝花让长
沙天心区各个街道办都忙坏了。
无独有偶，一种龟也让常德
汉寿的畜牧水产部门头疼数年。
花叫“加拿大一枝黄花”，龟
称“巴西龟”，与稻水象甲一样，
它们都属外来入侵物种，外表无
伤，破坏力惊人。
而早在2011年，湖南就已颁
布条例防控外来物种。而今现状
如何，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萌货”？“定时炸弹”！
汉寿25万公斤巴西龟无证暗售
“巴西龟”是入侵汉寿的“外
来汉”，它还是被请来的。
汉寿是我省知名的龟鳖繁
育基地，该县有多家水产公司均
声称有巴西龟苗销售。11月4日，
记者前往汉寿实地调查。
离汉寿汽车总站五里桥批
发大市场不足４公里处，就有一
家大型水产养殖公司。
当记者询问其员工有没有巴
西龟销售，他们回复有，并问记者
需要大的巴西龟还是龟苗。
随后，记者跟随一人来到公
司养殖场。水泥池里搭设着木架
子，上面爬着不少的小龟。这种
小龟，背上的壳呈绿色，眼睛边
上有红色的斑纹，“这就是巴西
龟苗。”这名员工透露，池子里有
上万的龟苗。
旁边的一处大池里， 养着已
经长大的巴西龟。 工作人员介绍，
它们通常重达两三公斤，还有更大
的可长到５公斤左右。
汉寿繁殖销售巴西龟是否
得到许可？买家私下放生咋办？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王业春
承认， 他知道巴西龟会影响生
态，不过，他解释，因为是在繁殖
场里繁育， 没在自然水域里散
养，养殖场是水泥池，不会外逃，
也不会流入自然水域。
其实，巴西龟之害，在港台
等地早已呈现， 巴西龟是名副
其 实 的“生 态 杀 手 ”。 巴 西 龟 入

我省年投400万防控，设监测预警网

11月4日，汉寿县某水产养殖基地内，孵化池里繁育的巴西龟苗。
台不到20年，大量繁殖，放肆捕
食小型鱼贝等， 造成当地生态
浩劫。
对水产养殖进行监管的是
畜牧水产部门。畜牧兽医水产局
副局长汪全孝透露， 汉寿自从
2001年就有人开始繁殖巴西龟，
当时由当地一名养殖大户引进。
据该局初步调查，汉寿巴西
龟的繁育数量达２５万公斤。如
此巨量的外来物种，是否会潜藏
隐患？ 主管部门是否允许养殖？
汪全孝表示，他们是不允许的。
汪全孝坦承，并未对养殖场
采取惩治。该局一直没发养殖许
可证，也没发检疫证，但他无奈
表示，“按要求从事水产繁育销
售是需要这些手续，但养殖者可
回避监管。”

“香花”？“毒草”！
千亩黄花侵堤：挖不得，毒不得
11月3日， 长沙市天心区大
托铺街道办工委副书记吴荣娥，
获知区里即将验收， 仍挂愁容。
经过一通围剿，对一枝黄花的清
除将暂停， 但它何日不再成隐
患，她依旧没底。
大托铺街道办和“加拿大一
枝黄花”斗争好几年了，但形势
却越发严峻。
吴荣娥去年起分管农林一
块，但在此前，她就知道街道办
划拨经费组织人清除一枝黄花。
起初，天心区辖区内的“一
枝黄花” 主要在南郊公园附近。
“从2011年开始，南托、暮云（原

属于长沙县） 开始零星出现，最
近几年面积出现了扩散。” 该区
农林水利局张姓员工说。
在大托铺街道办地段，前几
年湘江边的一枝黄花主要是江
堤外侧，今年在江堤内侧已经有
发现。吴荣娥担心，如果不加以
控制，它很可能会侵袭到农地里
面，“那将造成严重危害”。
在一些市民眼中，一枝黄花
“黄灿灿的，挺好看”。但在生态
学家看来，这些花却是“生态祸
害”、“农林杀手”。 它们根系发
达，善抢土壤中的养肥，令生于
其旁的植物“一病不起”。
“风一吹，种子就四散，有的
还随着江水流往他处。” 天心区
今年专门就“一枝黄花”治理开
了培训会，并制定方案。
天心区农林水利局统计显
示，今年该区“一枝黄花”的涉及
面积达1200亩。吴荣娥称，刚过
去的10月，曾发动整个街道办的
党员干部等人群前去湘江边清
除。街道下辖的5个村均有安排任
务。其中，大托村耗时一周。
街道办除组织200余人的志
愿者开展清剿，还专门出钱请农
民铲除。 对一些集中的生长区，
她们还专门拍照与标记位置，准
备明年春天撒药处理。
“
没有天敌， 所以肆意生长。”
她说，因为生长在江堤边，清除不
易。考虑到江堤安全，不能挖根损
堤，也不能撒药，一怕杀死旁边植
物，也担心污染江水。
她透露，有公司在南托试点
药物治理，但能否成功，现在还
是未知数。

除了长沙市耗费人力物力
处理“一枝黄花”，省内其他一
些地方也在花费资金应对“入
侵”。
据记者掌握的一份资料，
2014年， 长沙县农业局拨付5万
元经费，灭除暮云镇发现的一枝
黄花；2014年， 湘潭全市共投入
资金50多万元进行铲除工作。
2014年， 湖南省财政安排

下达了400万的外来物种管理
专项资金， 用于外来物种的鉴
定、预防、监测、防治等，维护全
省农业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肖顺勇介绍， 湖南已建立
外来物种引入行政许可、 风险
评估制度。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
的危害具有潜伏性、 滞后性方
面的特点， 建立了外来物种监
测预警网络。

专家呼吁

一省立法难防，应从国家层面立法
“法律是规范性文件，是事后治理。”肖顺勇称，尽管湖南已出
台条例，但百姓的生态安全意识也颇为重要。他表示，一个健康的
生态环境外来物种也难以入侵，水葫芦肆虐，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
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水体富营养化突出，为其生长发育提供了营养
条件。
此外， 外来物种管理目前还缺国家上位法，“仅只是一省出台
规定，外省要是没立法，无法全面防控。”他呼吁，应从国家层面立
法，从“治”转“防”，驱逐入侵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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