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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周刊

出没在夜上海的
“一丘之貉”
现代化大都市如何与野生动物共生？复旦学者在研究
新华社 杨金志 兰天鸣 吴振东

它们共存的智慧。
”

您正在看这则报道的时刻，在上海，80 台红外触发相机正日夜不停地记录

对野生动物
“市民”
，
我们还是了解太少

着野生动物的活动和变化。相机的布置地点，包括了森林公园、植物园、动物
园、社区、大学校园、城郊等区域。
野生动物是中国人越来越重视的话题。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城市里，不
少野生动物就在您的身边。它们有害吗？携带病毒吗？我们该如何对待它
们？如何与它们共生共存？
从 2019 年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的团队与近 100 名市民
志愿者，用 80 台红外线相机试图寻找出答案。

夜幕下的上海，貉出没

动物，也许更适合在城市活动，跟人类共
处。”王放说。
在上海市郊的青浦区，王放曾和一只
貉度过
“奇妙”时光。这只貉可能觉得他是
一个很好的同伴，好几次一屁股坐在他脚
下，在深夜里嘎吱嘎吱挠痒痒、发呆。
不止有貉。此前，王放曾在城市中用
镜头捕捉过在居民家中天花板顶上藏匿的
蝙蝠、在草地上悠闲散步的刺猬、灌木丛中
专注觅食的黄鼠狼等画面……

滨江森林公园、共青森林公园、浦江郊
野公园、复旦大学校园、上海海洋大学校园
……王放团队和
“公民科学家”
项目的志愿
者挑选的地点，大都是野生兽类最可能活
动的绿地、水源边，或人迹稀少、自然环境
较好的地带。他们将这些相机用铁丝绑在
离地膝盖高度的树干处，以模仿野生兽类
视线高度。
无论是当前的疫情防控期，还是此前
北美浣熊、伦敦松鼠，
的游园高峰，80 台红外摄像机都在无人值
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上海野生
将来也许还有
“北京野猪”
动物出没在镜头前的每一幕。
王放的博士研究生刁奕欣和顾伯健告
许多野生动物进入城市后展现出很强
诉记者，项目目前在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安
的适应性。王放团队跟踪发现，在上海城
放的 10 台红外相机已有 9 台反复拍到黄
区中，貉选择的巢穴包括居民楼阳台下面、
鼠狼，
有 7 台记录到貉。
墙体、储藏室、桥墩的裂缝，
以及煤气管道、
“这样的野生动物密度之前完全没有
废弃的下水道等。
预计到。晚上 6 点之后，公园闭园，这些动
王放表示，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物就从四处冒出，开始占领这个白天都是
野生动物在城市里如何生活、如何与人互
人的地方。”
硕士研究生翁悦说。
动、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有传染病，相关
“大家都知道
‘一丘之貉’这个成语，但
认知亟待进一步拓展。如何与野生动物共
很多人却表示根本没见过‘貉’这种动物。
生的问题，将日益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
调查发现，它们就生活在上海市民的身 “比如北京，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三十年、五
边。”据王放团队统计，上海超过 60 个小区
十年，那么城市里将来出现野猪几乎是必
有貉出没，它们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苏
然的。因为城市周边的山地很适合野猪生
州、杭州、无锡等地也都存在。
存。”从小在北京长大的王放说。
貉是一种野生犬科动物，比猫、兔略大
“一般来说，
城市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
一点。
“貉性情相对温顺，我们做实验给它
区域害虫比较少、蚊虫传染病比较少。但
们抽血样、戴颈环时，你按住它的脑袋，它
生物多样性不是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不一
就乖乖配合了。这种性格相对随和的野生
定完全意味着美好。”
王放说。

复旦大学研究员王放在上海拍摄到的貉

王放曾在美国工作生活 5 年。他在华
盛顿期间，
就出现过一只浣熊闯入研究室，
翻动垃圾桶和冰箱引发电线短路，造成整
个实验室停电的事。
放眼世界，城市野生动物出没并不罕
见。比如，
德国柏林的野猪、英国伦敦的灰
松鼠、印度城市里的猴子，
当地居民对它们
已经司空见惯。
王放团队在上海的调查中发现，
貉、刺
猬、黄鼠狼、金花鼠等野生动物在城市里常
遇灾难：
有的社区居民看到野生动物后要求
物业杀死或填堵洞穴；
有的野生动物在城市
建设中丧失蛰伏的隐蔽所和觅食地，
又或因
草坪喷洒杀虫剂和毒鼠药而中毒身亡。
“城市和荒野不同，
没办法给动物找到
天堂一样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它们只能和
人一起生活，
出现矛盾不可避免。”王放说。
在上海的一些社区，一些居民知道貉
的存在。有的居民把貉叫
“獾子”，明白
“只
要不去招惹它，
它就不会来招惹你”。但也
有人抱怨：
“貉会不会传播狂犬病，能不能
杀死它们？
“
”这个獾子讨厌得很，
在我家小
花园里面刨土！”……
据了解，
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刺猬、貉或
松鼠身上确实可能携带病毒，
野生动物多了
也难免对小区设施、车辆轮胎等造成破坏，
而类似问题在其他国家城市里也长期存在。
但王放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教训
证明，投毒、扑杀乃至食用，这些容易在第
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都没有办法控制适
应能力强大的野生动物，反而会引起连锁
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
“它
们需要适应城市、适应人类，
我们也需要跟

“了解城市野生动物的工作从未像今
天这样急迫。
”王放向记者表达了担忧。因
为，只有摸清它们的分布和习性、搞清楚它
们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评估它们和人类生
产生活的重叠及其可能的风险，才能制定
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案。
为此，王放计划用 3 年时间，在上海布
设数百个红外触发相机，并建立一个公民
信息网络，让任何人见到貉、黄鼠狼等野生
动物时，可将信息集中到统一的数据库
中。
“这些长期监测的数据可以帮助人们窥
到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可能携带的疾病、
探索它们和城市的关系”。
在城市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帮助下，
他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成员们计划为
10 只貉及其他野生兽类带上 GPS 跟踪器，
研究分析哪些公路和街区可以被它们作为
家园，
哪些街区成为了
“死亡陷阱”。
完成数据搜集分析后，项目人员还将
和城市林业主管部门一起，画出城市动物
的
“保护红线”，规划出生态廊道，
用以保护
貉和其他动物的关键栖息地。
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都
存在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纽约在一百
多年前已开始监测城市周围的浣熊、白尾
鹿、负鼠等。在柏林、巴塞罗那，20 年前人
们开始关注野猪的动向。
“但目前国内还几
乎没有开始系统的城市野生动物监测工
作。”王放说。
与此同时，王放研究团队还计划开展
其他几项观测项目：环境 DNA 分析，了解
青蛙、龟鳖、鱼类等水生动物的情况；蝴蝶
花园监测，掌握城市昆虫的动态；
以及城市
蝙蝠调查，摸清黑夜之中城市蝙蝠的种类
和活动范围。
王放认为，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
和管理没有终点，要把视角放在城市化进
程当中，动态地调整解决方案。
“我们应该
意识到，城市正成为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同
家园，
了解野生
‘邻居’
并与它们和平共处，
是更美好城市生活的应有之义。”

中国加速知识产权
“变现”为中小企业纾困
新华社 郭杰文
在江西省九江市的爱森德实业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80 多名员工戴着口罩加紧生
产，自 2 月 24 日复工以来，该企业已向客
户交付超过 550 万元的订单。
“公司前段时
间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一笔贷款，缓
解了资金周转困难，产能得以快速提高。”
该公司行政部经理杨通辉说。
江西爱森德实业有限公司主营向建筑
施工企业供应水性涂料、给排水管等物
资。随着复工企业越来越多，该公司接到
很多订单，但扩大产能面临较大的资金周
转困难。得知该企业困难后，九江市市场
监管局协助该企业使用专利权质押融资，
获批贷款 660 万元，为企业扩大产能提供
资金保障。
“区别于以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申请
贷款，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企业以专利权、
商标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经评估作为质
押物从银行获得贷款。”九江市市场监管局

专利管理科负责人黄腊梅说，中小企业
“家
底薄”，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可缓解资金
紧张、加速知识产权市场转化、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为推行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缓解企业融资难，
国家知识产权局
设立质押登记绿色通道，
针对企业和银行的
需求，
实行急收急办、快速处理，
力争在 1 个
工作日内完成电子化登记。对于防疫应急
物资相关企业，采取即刻办理、立等可取的
措施，
助推复工企业快速恢复产能。
得益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的1000
万元贷款，
九江鑫城纺织有限公司的原料供
应得到保障。
“我们公司生产的涤纶纱是口
罩等医疗器械企业的重要原料，
目前公司产
能已全面恢复。
”
该公司财务人员刘小萍说，
复工之初企业资金回流慢导致原料采购经
费不足，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申请的低息
贷款对企业产能提升帮助很大。
中小企业虽然产值规模相对较小，但
在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保障资金有序周

转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多地出台措施支持中小企业通过知识
产权质押获得融资，及时协助中小企业解
决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遇到的困难。
山东省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
偿机制，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
金，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政策
合作银行范围，申请风险补偿资金业务的
合作银行由原来的 2 家扩大到 7 家。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浙江银保监局
出台《关于明确疫情防控阻击战期间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支持政策的通知》，支持企业
用活知识产权。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公布数
据显示，今年 1-2 月，浙江省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额达到 20.5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129%。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引导当地中小企业、
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医药物资研发生产企业，
发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作用，
加快落实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
贷款贴息等政
策。疫情发生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已审批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10亿元。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高新区的江西江南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印刷线路板
专用材料，是医疗器械、电子产品类企业的
关键上游企业之一。出于医疗器械客户订
单需求，该企业于 2 月 4 日紧急复工。
“由
于复工之后上游企业的原料货款从月结变
成现结，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影
响产能提升。
”公司总经理徐一特说。为破
解企业遇到的难题，鹰潭市市场监管局协
助该企业用一种磷铜球加工用抛光机和一
种快速磷铜球清洗装置专利获得贷款
1500 万元，帮助该企业缓解资金周转困
难。随着资金压力的缓解，该企业产能已
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年 1 月公布数
据显示，2019 年国内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商标注册量 640.6 万件，发明专利申
请中企业比重达 65.0%。同时，2019 年国
内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 1515 亿元，
同比增长 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