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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世界，有七亿多游客每年进入隶属于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WAZA ）地区性协会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大门。广大
动物园机构拥有吸引公众参与物种保护的无与伦比的平台。
不仅如此，动物园机构通过动物收集为保护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众所周知。动物园和水族馆进行的研究从行为
科学到游客学习，跨度蔚为可观，带来的保护效果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类研究对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保留至关重
要。
然而，在全球物种保护面临的紧迫性和各种挑战的前提下——最严重的无疑是已经出现的灭绝危机，我们不能寄希望
于动物园和水族馆仅在自家大门内挑起物种保护的重担。
因此我要向 WAZA 致敬，为其出版这篇非常及时而关键的文件——《致力于保护：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
，其中概述了动物园和水族馆可以在野外保护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这篇《策略》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提示：游客较为了解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工作与野外物种保护之间的联系时，才
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该《策略》同时也是从业人员的重要工具，用于努力将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与野外的世界相连
。
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多个 WAZA 成员为基于野外的保护行动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并且每年都有大量资金投入到野生
物种的保护之中。该《策略》为扩大此类保护的规模提供了视野和实用工具，并帮助动物园和水族馆应对保护方面依然较
大的资金缺口。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很荣幸自 1949 年以来 WAZA 一直是 IUCN 的成员。 WAZA 已成为 IUCN 全球物种方案、IUCN 物种生存委
员会，以及 IUCN 濒危物种红皮书的重要伙伴。
在此我鼓励 WAZA 成员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动物园机构，充分利用这部《策略》，以确保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吸引公众参与
的能力來充分支持更加广泛的物种保护使命。

Inger Anderse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总干事，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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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我们所在的星球上，生态多样性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各种威胁，包括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气候变化和栖息地毁损等。
这些威胁的共性在于全部与我们"人类"相关；因此改变这些现状的力量与责任，也掌握在人类手中。《世界动物园
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不仅强调了野外物种保护的重要性，还展示了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如何通过鼓励距离野外千里之遥的
人们改变行为模式，而更为积极地参与保护行动。
Achim Steiner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执行主席
动物园和水族馆已经从过去仅仅是充满异国风情的景点，到今天以科研、教育和物种保护为主的机构，并在这些领域扮演多个关键性
角色。 WAZA 通过"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之本"的运动，支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 2011-2020" 的目标；同时通 过教育公众保卫生物多
样化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如何保护和持续地使用生物资源，为联合国"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提供支持。《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
策略》用整体的"一体计划法"来进行移地保护和就地保护。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作用日益增加，不仅仅在于培养公众对动物的喜爱、
同情和了解，还在于通过保护濒危物种以及提供重要的科研平台等，构 建物种保护的核心部分。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持续，其作用
将会变得日益重要。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不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全球的物种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支持，更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积极参与野
生物种保护的大门。

Braulio Ferreira de Souza Dias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执行秘书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的出版很及时也很重要，因为它为增进全世界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作用，提供
了全面的指导。华盛顿公约组织（ CITES ）和 WAZA 于 2011 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将二者的长期合作正规化，以支持华盛顿公约的实
施。 WAZA 及其成员在多个领域拥有专业技能，包括动物的繁殖和护理、动物的标记和跟踪、活动物 的运输、实地保护、资源的可持续
使用、教育、培训和研究，并且所有领域都与 CITES 极为相关。 WAZA 在帮助 CITES 扩大影响方面显然有很大潜力，例如通过向缔约方
提供切实的帮助、分享知识或进行能力建设。我们很高兴这部《策略》列出的设想和建议触及上述每个领域，并希望它在未来几年中进
一步为我们提供实用的指导。
John E. Scanlon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组织【或华盛顿公约组织】（ CITES ）秘书长

CMS欢迎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为提高人们对濒危野生动物和迁徙物种的认识发挥作用。提高公众对国际野生动物保护重要
性的理解，是 WAZA在近几年与 CMS的合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WAZA与 CMS合作的具体项目包括 2009年的"大猩猩 年"运动
和2011至2012年的"蝙蝠年"运动。《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为进一步加强动物园和水族馆界对全球迁徙
物种保护的贡献奠定了基石，我们对 WAZA 这项重要的工作表示感谢。

Bradnee Chambers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 CMS ）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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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湿地公约组织欢迎《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的出版，《策略》中给出了有关最佳做法的丰富信息，有助于应对当前气候
挑战下的世界主要保护问题。能够赢得心灵和思想的运动是结交新朋友的关键，如 WAZA 的"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之本"运动，而我们还需要
更多来自外界的盟友。我们希望， WAZA 能够极其成功地向各界公众讲解我们的星球之美，并激励人们——无论长幼——支持物种保护工作
，以及在条件允许时支持野生动物的放归工作。希望我们能联合起来，使湿地保护成为 WAZA 未来的工作重点，同时藉此感谢所有在野外和人
工环境下专注动物保护的个人和组织。这不仅是我们应该做的，更是现实世界要求我们做到的。

Christopher Briggs
国际湿地公约组织秘书长

国际博协自然史专业委员会（ ICOM NATHIST ）是 WAZA 的战略伙伴，我们对动物园和水族馆在野外保护和物种生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给
予认可。与动物园和水族馆一样，自然史博物馆同样致力于创造表现生态系统的游客体验，并且在促进公众的野生物种保护观念方面发挥
关键性的作用。在努力促进健康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环境的全球工作中，《世界动物园和水 族馆物种保护策略》的出版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此《策略》的力量之一，在于它鼓励将保护行动融入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它将一致的信息传递给物种保护界内外所有的利益攸关方，这
确保了它的可信度和普及度。《策略》的出版不仅及时，而且作为一份全球范围的承诺声明也非常必要。只有齐心协力才能传递出强大的
信息，并取得可见的成果。
Eric Dorfman
国际博协自然史专业委员会（ ICOM NATHIST ）主席；卡耐基自然史博物馆馆长

保护国际对《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表示毫无保留的赞许。该《策略》为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在野外以及人工
条件下所做的物种保护承诺做出了见证。的确，我认为野生和圈养不是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而是我们通过努力成功实现物
种保护长远目标的连续统一体。动物园和水族馆正在身先士卒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为了地球上每个人的利益，共同建
设一个更加健康、繁荣和丰饶的星球。
Russ Mittermeier
保护国际执行副主席

物种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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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WAZA ）非常欣慰能够发表这部最新的、充满热忱的宣言，声明我们必须更加集中力量创造积极的保护成果这一
势在必行的趋势。《致力于保护：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内容简明而令人信服。它的目标是激励我们广大机构的领导、工
作人员和支持者的热情，同时促使更多的才智和资金投入到保护活动的方面 , 以帮助遏制看似难以阻挡的野生动物减少和栖息地丧失
的趋势。我们长期以来一贯指出，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具有庞大的全球受众，有独特的优势来达成积极的变化。较少提及的是，若不能
更有力和有效地采取行动，我们机构赖以存在并繁荣的商业模式和社会认可将受到威胁。《策略》中给出了其他资源的以及成功保护
经验的链接，以便动物园大家庭的成员能够用最好的方法表达、计划和实施物种保护，以实现最大潜力。 2015 年版《世界动物园和
水族馆物种保护策略》更有效地集成了其它全球物种保护的策略和举措，鼓励动物园和水族馆与其它志同道合的团体、机构进行合 作
，而非竞争。当前，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并真正成为野生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领军。

Lee Ehmke
2013 至 2015 年任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WAZA ）主席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AZA | United for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AZA |
United for Conservation

棉顶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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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负责人

此《策略》包含有关最佳做法的丰富信息，可帮助您积极应对动物园和水族馆世界内、外出
现的变化，以及对处境危急的野生动物的全力保护。在野外投入更多资源救护野生动物不仅
是我们应当做的，也是我们所在地及全球公众对我们的期望。

2005年以来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自从上一版本的WAZA保护
策 略令游客知悉了动物园和水族馆在野外努力救护野生动物的工作
，游客对我们的支持随即大幅提高。因此，动物园大家庭在提供二
十一世纪最佳动物关爱和游客体验的同时，还要展现出我们保护野
外物种的决心。

WAZA定义的“物种保护”
保证生物种群在自然栖息地长期生存。

作为所在机构的领导，需要您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有很多：动物饲
养和福利问题、预算和募集资金、与董事会和政府间的 关系、游客或
工作人员的问题、业务运作、媒体和市场、设计与建造等等。 不仅如
此，我们还希望经济稳健，天气晴好！您的工作并不容易， 这一点毋
庸置疑；但是切记不要为了短期利益损害了长期目标以及我 们 对 于 物
种保护的决心……否则物种 保护工作毫无未来可言。
在野生物种保护工作中，动物园和水族馆必须发挥以行动为导向的带
头作用。动物园机构必须制定可持续的经营策略以支持就地保护工 作
，同时促进人们的行为向支持环保的方向转变。这种均衡的方法是有效
应对人类对野生动物种群威胁的唯一方法。

我们作为以照顾动物为核心职能的动物园专业人员，将增强对野生
种群的保护力度作为首要任务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重点强调了我们
工作的意义，但没有改变我们的职责。我们已成为实地保护的积极
伙伴，与当地社区、其他动物园机构，以及具有 相似保护目标的
组织协同工作，但在同时，我们依然是激发游客与自然界相连的
非正式学习中心。我们是为游客提供引人入胜的体验的文化和旅游
资产。让游客参与学习和受到启发，只是我们抵抗灭绝危机并最终
在原生栖息地拯救动物第一步。直到人们在我们的影响下改变了态
度和行为，并且成为了物种保护的模范倡导人，我们才算使命达成
。

我们作为以照顾动物为核心职能的动
物园专业人员，将增强对野生种群的
保护力度作为首要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

物种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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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WWF《地球生命力报告》中的生存环境指标显示，从1970年到
2010年全球脊椎动物种群数量的下降超过50%，因此，齐心协力加强
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机构领导，您可以采取七个步骤促使您的
动物园或水族馆不断进步，并逐渐成为广受爱戴与信任的保护组织。
增加保护的力度，必将要求我们做出选择。然而，鉴于野生物种的种
群和栖息地状态危急，提高保护力度已成为理性的、符合动物伦理的
以及可行的唯一选项。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有机会更好地集中业务策
略，并联合起来， 在项目广度和资金投入上成为全世界野生物种保
护的中坚力量。如果采取“成为保护领军的七个步骤”，预计我们有
望每年在全世界筹集10亿美元，用于物种保护。
采用本《策略》中积极主动的方法，携手并进，我们动物园机构最终
可以实现巨大的潜力，成为“物种保护的动力源”，并受到社会各界
的尊重。任何问题都无法响我们物种保护的决心，因为它的回报将远
远大于付出。但是趁现在还有时间去救护那些如此珍贵的物种，我们
必须立刻行动。

成为保护领军的七个步骤

第一步：传达
定期、持续地将野生动物种群的情况传达给您的主
管部门和员工，并证明所有人都能为扭转野生动物
种群的减少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步：使命
更新您的动物园或水族馆的使命宣言和战略计划，
使其内容包括：一份声明，说明您的机构为了更高
的目标——保护野生物种——而存在；一份誓言，
说明您的机构将为此目标投入多项资源；一份计
划，以在您的员工、公众、主管部门以及捐赠人中
间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令所有人有机会做出可观
的贡献。

第三步：预算
根据WAZA定义的物种保护，估算您的机构目前在实
地保护方面的花费，并与相似的地区性机构进行比
较。

衷心的，

第四步：收益
与员工一起辨别可用于野外保护计划的专用收入来
源。理想状态下，这些收入应同时来自内部（经营
预算和活动）和外部（游客、捐赠人和政府资助）
。

Rick Barongi
WAZA物种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代表2015年WAZA理事
会

第五步：伙伴关系
美国休斯敦,主席Lee Ehmke
澳大利亚珀斯，主席候选人Susan Hunt
德国莱比锡，上届主席 Jörg Junhold
美国休斯敦，Rick Barogi
美国芝加哥，Kevin Bell
瑞典Hunnebostrand市，Lena Lindén
英国伦敦，David Field
瑞士巴塞尔，Oliver Pagan
美国阿什博勒，Pat Simmons
澳大利亚墨尔本，Jenny Gray

通过与多方合作以
及建立伙伴关系来调整资源配 置，合作对象包括
其他动物园机构、保护组织、学习中心、政府机关
，以及和我们同样热爱动物、具有物种保护热情的
高净资产人士。

第六步：优先级
发现并优先考虑可以带来物种保护胜利的动物，这
样可以清楚地证明动物园里的动物对其野外同类的
保护具有正面效应。通过讲述含有本机构资金和人
员的故事，将机构内的动物与野外的实地保护相结
合。

第七步：沟通
根据机构的决心和行动制定积极主动的沟通计划。
培养受人尊敬的独立代言人，来对游客、更广泛的
群体以及全社会讲述保护的故事。

非洲象

博茨瓦纳 奥卡万戈河三角洲

行动

致力于保护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WAZA）代表了联合起来共同关爱和保护
动、植物群落的全球动物园大家庭。此任务也是当地以及全球的植
物园、博物馆、保护区和关心保护的大家庭共同承担的。成功的保
护意味着让所有物种在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中繁衍生息，包括
人类在内；也就是保证生物种群在其自然栖息地长期生存。

毛里求斯红隼

毛里求斯岛

物种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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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其他物种的福祉，对人类保证自己的福
祉是至关重要的。土地、空气和水的质量不
止影响 到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群，也 终 将 影 响 人
类的命运。必须采取快速有效的行动，来应
对各种破坏生态系统的深层人为因素，如不
断增长的人口、持续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
度开采，以及气候变化。人类行为和生活方
式正在威胁我们 的星球和星球上的居民。为
保护世界野生物种的多样性，人类必须改变生
活方式，以及对知识和技能的应用方式。
然而，动员和维持必要的社会和政治意志以
做出有益于野生物种和野生环境的行为变化
，经事实证明是极其困难的。虽然很多人相
信保护物种和栖息地毫无疑问很有价值，还
有很多人要经过说服才能相信保护生存的野
生动植物的重要性。实现公众态度和行为革
命性转变的关键策略，是将公众与大自然重
新连结。人们必须受到启发才能理解地球上
生命的脆弱，构成地球生命形态的不同物种
相互依赖才能生存，以及人类的生存依赖于
自然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 的种群健康。另一
点必须向公众说明的是，物种保护有其经济
价 值 ： 生 命 形 式 越 是 丰 富 多样，医疗发现
、经济发展以及人类对全球气候不利变化的
适应机会就越多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作用

WAZA取得的成就

（公认的，或由专业公认的动物园协会指定为
会员的）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在成功的物种
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动
物园机构圈养的种类繁多的动物种群，吸引了
大批乐于近距离接触自然的游客，并为其带来
愉悦和启发。
动物园和水族馆大家庭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方
面 的 集 体 力 量 ， 以 及 庞大受众群体的潜在影
响，可以产生巨大的效力。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
享有多个层面的公信力，并为各个年龄段的游客
提供有趣而引人入胜的体验。全世界每年估计有
7亿人次，到属于国家性或地区性协会的动物园
和水族馆参观。
向所有游客灌输关爱地球上的生命形态的强烈
冲动和愿望，将为实现关爱和保护野生动物的
决心打造一个坚固的平台。动物园机构有独特
的优势，可利用社会科学和基于实证的方法来
促进人们用行动支持环保。此《策略》为广大
动物园和水族馆提供了指导、启发，以及一套
迎接挑战的技巧，为保护野生物种动员社会和
政治意志，并抓住机会实现更多的潜力。
要完成这些任务并且提高全球物种保护行动的
效率 ，越 来越 多 的动 物园 和 水族 馆开 始采 纳
“一体计划法”。这个用于保护策划的框架将
来自各方的专家汇集到一起，包括全球兄弟动
物园和水族馆、当地社区代表、政府机关、野
生动物管理人员、保护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来
共同制定保护策略，以实现可独立生存的野生
种 群 在健 康的 生 态环 境里 繁衍 生 息的 共同 目
标。采用“一体计划法”，意味着投入所有可
用资源为每个目标物种（见 种群管理 ）制定一
个综合的保护计划。这种一体化的方法会带来
更加全面的行动，促进物种保护的创新，培养
动物园机构和其他保护组织间更多的合作，以
及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提供更强的适应能力。

。

每年全世界有超过7
亿人次到动物园和水
族馆参观

全世界共有超
过300个WAZA成
员机构

每年在物种保护上
花费超过3.5亿美
元
我们有义务做到

动物园和水族馆已做好准备，
承担与保护和关爱动物随之而
来的责任

• 在机构内和机构之间为野生动物提供最高质量
的 关爱和管理
• 开发并采用密集的野生动物管理技巧，用于野外
野生物种的保护和维护
• 支持以物种保护为目的的社会和生物学研究
• 引领、支持并结合旨在改变公众行为方式的教
育项目，以达成更好保护的效果
• 利用动物园设施，以满足迫切需要遗传学和统
计学支持的物种种群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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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动物种群管理、设施管理以及环境管理方面，
促进并示范可持续性的做法
• 提供公共论坛，用以讨论及辩论在物种灭绝速度
加快、生态系统恶化之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 成为急需帮助的濒危物种拯救和放归中心，用最
优的知识和设施为其提供关爱，直到适合放归野
外为止
• 成为野外保护知识和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
• 在动物伦理和道德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致力于保护

| 联合起来共同保护

动物园和水族馆能够也必须成为一体化物种保护的榜样（见建立物种保
护文化）。作为照顾动物的专家、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教育者、沟通
者、野生动物保护的倡议者和科学家，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专业人员必须
成为促生变化的强大媒介，并鼓励“一体计划法”的普遍采纳。动物园
机构必须发挥专业保护机构的作用，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运营（见现代
化的保护机构和动物福利）。履行这项职责不啻为重中之重。
“一体计划法”还要求动物园机构饲养的动物发挥有益其野外同类的
保护作用（见保护野生物种）。“一体计划法”将动物园和水族馆的
研究人员与在野外直接接触野生物种的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联系起来
（见科学和研究）。同样，教育和能力建设的工作也必须从动物园和
水族馆开始，并逐步扩大影响，在整个社会上带来于环保有益的行为
变化（见参与——扩大影响并带来支持保护的行为变化）。动物园机
构必须携手并进，并且有效地与其他保护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与合作关
系，来评估工作效果以及倡导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

呼吁采取行动
我们显然需要紧急行动。联合国《2011-2020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是迄
今为止全世界政治性机构做出的挑战灭绝危机的最强承诺。它包含 20 个
目标，统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这些目标共同提供了一个阻止生
物多样性流失的框架。主流非政府保护组织与国际公约正在向这些目标
看齐。
WAZA成员在2011年度会议上签署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WAZA及
其所有动物园和水族馆成员以及其他致力于保护野生物种和栖息地的
动物园机构，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作为致
力于教育公众认识到自然界正在发生变化的共同体，广大动物园和水
族馆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启发和动员社会做出应有的反应。

两栖类方舟组织（AArk），国际大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
委员会（SSC）的两栖动物专家组（ASG），以及两栖动物生存联盟
（ASA）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一体计划法”的实例之一。这些组织
的共同愿景是“保护自然界中两栖动物的安全”。他们的任务，分别是
“通过充满活力的全球伙伴关系保护两栖类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 ”
（ ASA ） ； “ 为 全 世 界 两 栖 动 物 有 效 的 保 护 行 动 提 供 科 学 基 础 ”
（ASG）；“确保两栖物种的生存和多样性，并专注于保护目前无法在
其自然环境中安全生存的两栖类物种”（AArk）；因此可以协同努力实
现共同的理想。世界各地ASG成员可以为 AArk的《保护需求评估》
（CNA）贡献知识，基于不同国家以及IUCN的两栖类动物红名单进行评
估。CNA识别需要建立保险种群的高危物种，AArk与动物园机构和国内
的其他实体协作建立这些保险种群。ASA的工作重点是保护栖息地，以
便保险种群最终可以回归野外。通过共同的努力，纽带就在动物园和水
族馆的优秀保护工作与自然栖息地的物种保护之间建立了起来。

WAZA和全球动物园机构大家庭的愿景也非常清晰。WAZA呼吁所有动物园
和水族馆采用一体化的“一体计划法”进行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和物种
保护必须成为首要目的，动物园机构所有行为都应在此原则的指导下进
行（见呼吁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负责人）。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拥有
大量生存动物种群、尽职而专业的员工和乐而忘返、数量巨大背景多样
的受众，必然有能力推进关爱、保护野生动物及生态系统的重要工作。

一体计划法

定义：一体化的物种保护计划制定过程，从计划制定之初就考虑到该
物种处于所有条件下、所有管理状态下的全部种群（包括自然分布范
围之内或之外的），令所有责任方参与进来，并使用所有可得资源。

动物园和水族馆
专业人员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

国际自然保护 针对管理种群的保护行动（包括在动物园和
联盟物种生存
水族馆中的）
委员会专家组
成员

一体化物种保护
策略
其他利益攸关者
政府官员

物种保护策略

土地所有人及当地社区
代表

|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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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
能够自立的种群在健康的生态系
统里繁衍生息。

致力于保护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战略目标 A

战略目标 D

目标 1 到 4

目标 14 到 16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变成整个政府和社会
的目标，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
因

令所有人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为人
类的造福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战略目标 B
目标 5 到 10
减轻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直接压力，促进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

战略目标 C

战略目标 E

目标 11 到 13

目标 17 到 20

通过对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多样性的

通过参与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

保护，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设，增强其执行力度

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本《策略》旨在帮助希望变成现实。若能成
功，那么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将成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物种保护力量之
一，并成为游客和全社会得以协助物种保护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
这将为实现所有物种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中繁衍生息的愿景，迈出意义
深远的一步。

非洲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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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激励

建立物种保护文化

愿景

通过在我们广大机构中建立起保护文化，动物园和水族馆成为
了必不可少的中坚力量，推动着物种保护和维持健康生态系统
所需态度的形成。
联合起来保护环境

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

物种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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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保护的讨论，通常在科学、资金来源这两 个方面进行
。但是，保护自然注重的是保 护和恢复自然资源，包括各
物种；人类是可 用来进行有效保护工作的工具。人类个
体对生 活中重要事物的认知、自然界对人类的内在价 值、
不同群体间的亲密亲疏关系，都是这个工具的一部分。任
何人类个体、群体、机构、 社群或国家进行的自然保护的
"意志"都始于态度，有了态度才能用行动去实践。通过帮
助 在全社会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促生物种保护
和维持健康生态系统所必需的态度和意志和決心——
在每次保护目标达成时共 缺的力量。
在整个过程中，动物园和水族馆是一股不可或
动物园和水族馆每天都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游 客，并
常常与当地社区关系密切，這些得天独厚 旳条伡为其
他保护组织 所羡慕。这也意味着动物园机构是实现爱
知生物 多样性第一目标的最佳平台。动物园和水族馆
的确为这个目标不斷做出积极的贡献，但这些贡 献在建立
物种保护文化方面是否具有战略意 义？

动物园和水族馆
动物园机构的工作人员、董事会和管理部门必
须全心全意地投入自然保护工作之中，以激励 他人的
参与。这种投入，对于那些在动物管理 及科研部门工

物种保护文化的建立，要
求所有人员之间针对保护 工作
进行清晰的沟通，并同庆祝。

作的员工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 们多数从孩提时代起
就热爱大自然，早已成为 尽心尽力的环保主义者。然
而，要获得真正的 成功，珍爱大自然的精神和理念必
须扎根于所 有部门。从大门口迎接游客的员工，到提
供午 餐的餐厅服务人员以及负责让地面一尘不染的清
洁工，必须让每一位游客都感觉到这是一个为
物种保护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团队。

要确保花费应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以建立机构内所有
员工都专注于物种保护的内部文化，机构的领导
（CEO或馆长，以及董事会或管理部门）是至关
重要的。针对所有员工的保护培训计划（最好
定期重复或加强）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立物种
保护的文化，要做到与所有部门员工针对正在
采取的保护工作进行明确的沟通，并在达到保
护目标时进行庆祝。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所有员
工为自己对物种保护胜利做出的贡献感到骄
傲，并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与家人和朋友分
享这种感觉

为了建立物种保护文化，还需要与三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定期沟通：一、员工和管理部门，他 们构成了建立保护
文化的基础；二、游客， 他们可以在上述基础上继续搭
建物种保护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传递给 三、更广泛
的社会 群体，他们令动物园和水族馆有机会与社会价
值观进行互动并对其造成影响，使其有利于物 种保护。

动物园和水族馆管理部门的成员不一定是科学
家，也可能是商界领袖、律师、银行家或其他
专业人才，包括国家或地区政府的官员。动物
园和水族馆必须通过把管理人员从董事会议室
带到野外，对其进行教育投入，以赢得
他们的支持，从而建立可以传递给整个社会的
共同保护愿景。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一
目标一：最迟到 2020 年，人类应深知生物
多 样性的价值，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对其
进行保护和可持续的利用。

同意事先没有了解保护工作的 18 到
35 岁的参与者

事先了解了保护工作的 18
到 35 岁的参与者

关于动物园和水族馆的民意调查
最近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AZA）就公众对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看法进行了一项问卷
调查，其中一些参与者回答了一道关于动物园和水族馆是否应该持有动物的单选题：
。（一）同意：不反对动物园和水族馆持有动物；（二）说不准：动物园和水族馆可以
持有动物，但不应持有大型的或有智力的动物；（三）反对：动物园和水族馆不应持
有动物。另一些参与者在做上述选择题之前首先了解了AZA成员机构正在实施的保护工
作。18到35岁的参与者中，事先没有了解保护工作的，25%选了“同意”，51%选“说
不准”，24%选择了“反对”；然而事先了解了保护工作的参与者，选择“同意”的达
69%，选“说不准”的有26%，选择“反对”的只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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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护的文化应普遍存在于每个新计划的制定中。每个部门都应回
答一个关键问题："这项新设计出的游客体验如何帮助机构实现保护目
标？"。应针对为保护方案而设的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以及
為保护行动而策划的游客参与体验，來精心策划战略性的物种保护计
划，并依此制定总体规划，以促进"一体计划法"的实施。做出新的
规划时，相关各方都应考虑自己在物种保护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包
括动物园机构、设计方、施工方和材料供应商。
建筑行业（包括建造和运营）消耗的能源高于其他行业，是气候变化最大的诱因
之一。但是，通过使用现场的可再生资源及可持续的建筑
技术，有可能做到消耗零能量以及最低限度的二氧化碳排放创新的方
法如活体机器，可以为能源密集型的生命支持系统降低能耗，此外，饲养适应当
地气候的物种也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选择物种时
也应采用"一体计划法"，以确保任何新的发展都能够做到与野外的
保护工作和最需要保护的物种的相衔接，并为其提供支持。在物
种保护文化的建立过程中，所有行动都必须表现出其价值。

美国华盛顿州伍德兰公园动物园
动物园粪堆是动物粪肥与稻草床、草、动物园内的落叶和木屑充分混合而成
的堆肥。

左下

右下

作为机构绿色倡议的组成部分，辛辛
那提动物园在长颈鹿舍的屋脊上安装了
绿色屋顶。

物种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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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维也纳动物园
一台安装在大象舍屋顶的太阳能发电
机每年发电量可达 90 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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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等级
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要通过与三个互相独立的
群体不断沟通来实现。

员工和主管部门
游客
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游客

内部保护文化的基础打好之后，应该将注意力转到游客身上。首先人
们要懂得并相信参观动物园机构有助于野外的动物保护。然而，我们
要做的并不是让游客到动物园或水族馆看看动物、了解下这家机构的
动物保护行动，离开時一身轻松 , 认为万事俱备 , 无需挂怀。游客应当学到
知识并且受到启发，有志成为动物园机构的积极支持者和物种保护的倡导者

动物园和水族馆还可以成为有生命的实验室，让游客见到一个为物种保护而
设计的世界。建筑物应突出可持续的建筑方法，并主要通过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来体现。例如，动物园设施周围的风景应展现草坪、公园和城市在
采取恰当的措施后应有的模样，包括使用绿色基建如生物洼地（可去除淤泥
和活水表面污染物的景观元素）改善水质、 无入侵物种的健康生态系统，以
及本土动植物群落的自生地。信息本身并不能带来改变；保护文化需要体验
和参与来有效地传达。
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要创造这种氛围，仅靠提供信息牌是不够的——当然信息牌也很重要；必
须通过大量应用保护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日益丰富的知识，来吸引游客参与
到物种保护（见参与扩大影响并带来支持保护的行为变化）。

当机构中有了浓郁的保护文化和一群致力于物种保护的游客之后，
就需要吸引动物园围墙外的人群和组织参与进来。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
是广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可用于在社会上创建物种保护文
化。临近的机构、供应商、地区性和国家政府、媒体以及其他以物种 保护为
目标的合作伙伴，都是互动的对象。策划得当的公众参与策略和 一体化保护
信息的传递可有效地提高现有保护任务的社会觉悟，而社会媒体则使这些信
息的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

游客到动物园机构参观时，得到的信息必须非常清晰，这有助于他们
参与到和眼前的物种相关的保护工作中，同时要强调应如何参与。
不仅要让游客理解，更重要的是打动他们的内心。招募员工或 请志
愿者向游客讲述保护故事，是将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与野外保护
项目衔接的有效方法。这些故事可用于激发游客对物种保护和保护
成果的热情，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采取直接的行动。
游客在参观时，应让他们清晰地看到本机构对物种保护的决心。动物
园和水族馆应为游客提供机会，亲身体验今后在生活中可以重复实 践的保护
行动。在游览的过程中，游客应能够毫不费力地将垃圾分类丢弃，能夠选择
食物来源合乎动物伦理和符合可持续原则的餐厅，以及在为物种保护捐赠的
商店里购物；以上都是建立物种保护文化的重要因的互动方式，以帮助游客
从微小的保护行动做起，并逐渐发展成长期的同时创造体驗和机会令游客
得以为野外物种保护做出直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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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机构所在的社群周围，常有各种实体可作为吸引参与物种随着动物园
运营中用到的环保产品日益增加，应和当地社区的商业机构分享其使用目的
、方法和体验。这些商业机构有可能成为新的供应商或合伙人，有助于使保
护信息的传播更加广泛。还应利用作为甲方的机会，鼓励合作的打印社使用
环保墨盒，或鼓励当地中心就入侵植物为顾客编写简单易懂的信息。广大动
物园和水族 园艺馆可以发展为当地的保护实践中心，利用政策声明将保护的
信息传达 给社会各界。通过邀请相邻的公司和非公司实体到动物园机构参
加带 有明确保护主题的社会事务和活动，可以建立起全新而非传统的物
种保护纽带，并创造更多机会携手共建社区保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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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加入各种协会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采购团体"。供应
链能动性的效果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始显现，比如棕榈油、动物园机构内部动
物和人类可持续方式的饮食供给，以及建筑材料。单个机构的努力可以通过
邻近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加入而进一步加强，从而作为一个共同体与供应商合
作并强调需求，促使其为保护机构供应更加合乎动物伦理和符合资源可持续
性的产品，并由此给游客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发出强大的保护信息。
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媒体都乐于发布小动物的相关信息，富有感染力的图片还可用于
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应充分利用与媒体的互动来谈论物种保护，让人们了解到一
家现代化的动物园或水族馆能带给人们的不止是一天的美好时光。要向人们讲述物
种保护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互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与当选的代表互 动并呼吁保
护受到威胁的大自然。如果在员工、游客以及更广泛的社群邻里之间建立起了保
护的文化，这些人群会共同要求将物种保护设为更加重要的政治议程——前提是
动物园和水族馆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第一步首先要在动物园机构与当地政
府代表之间建立起牢固的 关系。吸引对方注意力的简便方法，是强调动物园机构
为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对话可以由此转为对物种保护的讨论。应定期邀
请政客们去动物园和水族馆参观，并向其展示这些机构为社会和大自然所做的贡
献。

澳大利亚维多利州动物园联盟
在动物园游客中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要从
让游客与动物建立连接、令游客对保护工作和成 果
感到兴奋，以及鼓励游客在日常生活中采
取有益于保护野生物种的行动开始。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
物园
手机展向游客展示了电子产
品的组件是怎么来的，怎样 通过
回收利用一部手机延长 其使用寿
命从而减少对钶钽 铁矿石开采的
需求。这同样 可以让游客（尤其
是儿童） 学习到手机和大猩猩之
间的 联系；因为电子设备中的钶
钽（铌钽）或钽百分之八十 都开
采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而这一地
区是大猩猩的主要
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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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物种保护需要进行对话 - 人与人之间的、群体之间的、社区之间的和国家
之间的。许多地方性的联合体，包括动物园机构联盟、植物园联盟、 博物馆联盟
以及大学间的联盟，都可以为某个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问题 或某个全球保护项目提
供帮助。通过将保护的文化建立在所有的运作 环节上，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可以
促使这些重要的对话开始进行。策 略性地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并理解文化传递怎
样发生，是达成乐观保护前景的关键。
建议

•

在整个机构的平台上展开物种保护的对话，参与者包括员工、志愿
者、主管部门、董事会、董事、游客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同时使
用经验证实有效的社会科学技巧，来帮助对话者领会哪些行为是可以降
低人类对野生物种影响的环保行为。

•

邀请邻里和供应商参与进来，以传播物种保护信息并促进供应链中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建立绿色可持续环境的决心。

•

利用媒体联系人传播物种保护的信息。

•

通过邀请当地政府人员来动物园机构参观，并宣传物种保护，与政
府建立起纽带。

•

发布成功的消息，无论大小，以支持动物园和水族馆在当地社区中
的使命和地位。

美洲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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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皮海龟

赤道几内亚比奥科岛

希望

野外的物种保护

愿景

动物园和水族馆已由社会重新定义为在野外救护野生种群，同时为
圈养动物提供高水准的照料和福利，并为游客提供非同一般的体
验、促使其行为发生有利于环境的变化的机构。
温哥华岛土拨鼠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岛

物种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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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到广泛认可的现代化动物园和水族馆，都力求用关系到物种野
外生存的意义深远的保护行动来支持本机构所照顾的大量物种。即便
现有资源不足以为所有物种提供保护，最濒危动物的保护行动也会对
其自然栖息地内的所有的物种带来积极的效果。积极的保护策略还应
成为动物园机构在野外物种保护中发挥的作用的范例。将动物园机
构内游客的动物体验与野外的物种保护相联系，已经随着“一体计划
法”在物种保护中的实施，得到了有效的认可。
收集必要的信息以测量广大动物园机构集体救护动物的效果，是至关
重要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如何收集信息来量化其保护行动，是一门新
兴学科。若被视为追求结果的保护组织，则可以吸引更多的成员和捐
赠者，同时为支持实地保护项目提供业务上的理论基础。然而，肩负
使命的广大机构，职责远不止于此。
广大的动物园和水族馆也是物种保护的资源中心，会定期招募、培
训、和鼓励员工支持本机构之外的保护活动（见号召广大动物园和水
族馆的负责人）。WAZA所有的动物园和水族馆成员聘用的野生动物饲
养专家、兽医和科学家，总数多于其他任何保护组织。在动物园机构
内得到的小规模种群管理的技术和技巧（如基线生理数据的收集、将
科技应用到野外保护的需求中、保护医学等），对协助IUCN红皮书中
物种濒危级别的评估和战略计划的制定，以及协助当地政府、国家公
园和保护区制定长远的管理计划、策略以保护即将灭绝、支离破碎的
野外种群，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灭绝危机最有效的回应，是由
一个稳定的国际保护实体（由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与其他保护组织的
合作构成）长期支持并扩大现有的保护区，并且在现有保护区之外为
将来争取更多的保护区域。
野生物种的健康（包括研究和兽医方面的专业技能）是野生物种保护
的重要议题（见科学与研究）。新型疾病和病原体正在成为迫切的问
题，集中体现在两栖类动物（蛙壶菌感染）的灾难性衰落和威胁人类
和动物安全的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例如埃博拉病毒病，禽流感，
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经过挑选用于放归或移动的动物个
体，事先要经过测试、诊疗和评估，以确保动物可以在不同的栖息地
和国家之间安全地转移，不会传播或引发疾病。
随着环境面临的威胁日益严重，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已成为物种
保护的最佳领军。生活在动物园机构中的物种已超过一万三千
种，集中力量增强并研究这些物种，会对未来野生动植物种群的
生存做出重要的贡献。动物园和水族馆中的动物担任着大使的角
色，若合理利用可产生不凡的效果，并且能够支持动物园和水族
馆大家庭对野外物种的保护。清楚地向游客解释人们的日常行为
对当地和全球野生物种带来的影响，同时将改变人们行为的运动
重点放在鼓励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动物园机构已在全球物种保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此作用还
将随其保护使命渗透到日常运营的方方面面而逐渐增强。“
一体计划法”建立在将动物园和水族馆全体员工、个人以及实
地保护组织的所有技能和经验共同链接到一起的力量和动机
上。在动物园机构内密集管理的小规模种群中获得的动物护理
和研究方面的进步，也正在应用到更大的全球性的问题上。
扮演“方舟”或“库”的角色以帮助补充面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种
群，是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实现物种保护的方法，而非目标。然
而，即便是保护区内的野生种群，也在衰减。野生动物管理与繁
殖的可靠准则，需要花时间来制定。对于在机构内繁殖出生的动
物个体，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对其生存和放归一直扮演着“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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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兽医组织
来自大猩猩兽医组织的兽医员工在卢旺达、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
国照料野生大猩猩。
艇”的角色，并通过此方法避免了某些物种的灭绝。但是，动物
园机构还可以通过在自然栖息地保护野生物种而发挥更大的作
用。有多种原因，使得在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之前，或在野外消失
之前采取主动预防性的种群管理更为可取，这样同时也支持了健
康的种群，以确保它们在面对威胁时有足够的适应和恢复能力。

野外的物种救护 | 让地球更加健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类主宰的世界中生态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
们预测物种保护问题的能力很有可能消失。但是，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
有能力实现物种保护的目标，而且这种能力应继续扩大，以确保在将来
环境形势变得危急时可以使用。 IUCN 物种生存委员会（ SSC ）编写的
《物种保护中使用移地保护管理的指导原则》，列出了动物园和水族馆
为保护做出贡献的多种方法。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宗旨，是赢得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更加健康的
星球，动物园大家庭为其中一些目标的实施和实现提供了理想的场 所
。为了将保护行动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的第 12 项相对接，不久前
WAZA 发起了一次水平扫描以排查问题，扫描结果发现有些问题正在露
出端倪，并且可能会于 2020 年前后对濒危物种造成影响。这些问题应
引起决策者和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从业人员的高度注意。有些地球科
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已经不相信还有纯粹的野外存在，因为所有的生态
系统已经受到了人类的影响。这种观点，使得动物园和水族馆更加有
必要成为影响各级政府决策的一股力量，以及自然栖息地可持续性管
理行动的中坚力量，这些行动包括在机构内和周围的土地上为野生物
种提供栖息地、积极发起公民科学倡议等。栖息地管理应由来自多个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在水源、植被、入侵物种及群落发展各方面有着
互补性专业知识、技能的合作团队来共同进行。从长远看，栖息地的
恢复、扩大、建立和保护，对于我们救护野外物种的能力是至关重要
的。
野生物种保护不仅仅是救护动物，同时还要提高共享同一生态系统的
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为物种保护一线的人们提供教育和
赋予其能力，令他们能够识别日益增加的生态威胁并缓和人类和野生
物种间的冲突，必须成为所有长远物种保护策略的首要任务之一。带
有经济动机、专注于提
高生活水平的、整体性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对
任何保护行动的成功都
是至关重要的。
为确保动物园机构
的集体力量在救护
动物和保护栖息地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2
战略目标 C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物种和
基因的多样性，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現状。
目标 12 ：到 2020 年，现在已知的濒危物种不
但 没有灭绝，而且其保护状态还得到了改善和
持 续，尤其是那些严重衰减的物种。

马达加斯加 保护融合 当地社
区参与再造林工作，以保护马达加斯加
狐猴的栖息地。
要应对这类极端复杂的环境和政治挑战，需要与其他机构共同努力并有
效合作，包括政府机关和非政府机构。除了科学的合作，动物园大家庭
在传递信息和讲述故事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可利用这些能力向公众
和政府机构解释保护工作并进行宣传。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可以通过向
范围更广的以及对物种保护更加了解的受众讲述成功的故事，成为改变
人们行为模式的更为有效的媒介（见建立物种保护文化）。
可通过制定一組动物园保护工作的关键业绩指标，并将其加入机构
年

方面产生重要的作用，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生物学家已开发出了评
估保护效果的方法论。例如，为了提供简单标准的模式用于总结
项目成绩和进度，“项目的保护效果工具”应运而生。 WAZA 已经
在
用这些标准来评估 WAZA 旗下保护项目的有效性，使用效果显示，经
过评估的项目，在全球多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正在帮助改
善受到较高关注的濒危物种和物种栖息地的保护现状。 WAZA 项目的
品牌推广计划现有超过 250 个品牌项目，主要用于展示广大动物园
和水族馆为物种保护所做的工作。通过其他保护组织挖掘到适用
的管理和决策框架，也是种恰当的做法。重要的是，测量出单个
的和集体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的效果，可用于证明广大动物园和
水族馆确实是一股强大的保护力量，符合其使命、愿景中发表的
声明；另外也有助于加强沟通，以获得对物种保护的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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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而使成就具有可测性。在野外的物种保护工作需要策划地理覆
盖面，如物种恢复计划是地区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成功的物种保护
需要进行长期的投入，同时与濒危物种所在地周围的居民建立互相
信任的伙伴关系。很多动物园和水族馆无法进行多年或几十年的投
入，抑或没有足够资源聘请员工来发展深层的人际关系。然而，动
物园机构适合吸引捐赠者并筹集到野生物种保护组织所需的资金，
而这些组织往往能够长期出现于濒危物种所在地区 - 国家的社区
中，並进行野生物种的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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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随着动物园和水族馆大家庭承担的濒危物种保护职责越来越多，以及
保护地和合作伙伴的增加，为达到保护目标需要投入的资金也随之增
多。虽然捐款未必都能转换成高质量的保护行动，资金依然是实施保
护行动的基本要求。经估算，全球各动物园协会下属的动物园和水族
馆每年可募集约 3.5 亿美元的资金，直接用于支持野生物种的保护。
通 过清晰地定义动物园和水族馆进行的保护工作，可以提高吸引更
多捐赠人和支持者的机会。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ACA ）制作了
一套有 效的说明，概述了一家机构如何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募集保护
资金，并说明了如何与其他同等规模的机构进行比较。
如果动物园大家庭能够将部分保护目标与人类发展的目标相结合，则
其工作将会与政治抱负、人文抱负，以及公众体会到的关联性产生更
强的共鸣，而这些正是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
需要的。然而，在将工作与人类发展的目标相结合，与必须维持生物
多样性的本职工作之间， 广大动物囩和水族馆要維持一种微妙的平
衡

结论
所有动物园和水族馆势必要为救护野生物种做出更多的贡献， 包括
提供技能、技术和资金资源。应将如何在动物园內的一只动物与野外
保护项目之间建立清晰的纽带，纳入到每个总体规划的过程之 中，
以确保为野外物种的救护提供足够的支持。
建议
•

制定适用于整个机构的、将保护行动融入到运营各个方面的保护策
略，其中应包括对机构周边本土物种自然栖息地的保护和保留。

•

制定支持长期物种保护的运作预算（例如将至少 3% 的年度运作预算
用于物种保护），而不仅仅依赖于外部捐赠（软资金）。

•

与其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以实施经过验证的
最 佳操作；同时与保护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以尽可能增加机构外
的保 护工作，尤其要找到值得信赖的保护组织来负责执行实地保
护，同 时为其提供多年的支持。

•

对 WAZA 与国际保护团体间现存的规范化的伙伴关系，要保持联络
并 充分利用；还要与政府保持联络，以促进立法变化带来的转变；
同 时要利用员工的技能来支持保护项目。

•

采用严格的筛选程序，以确保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最好的保护工
作 中；每个项目结束后都应进行再评估，并汇报所取得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效果。

美国 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SAFE使命：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是将动物园和水族馆游客的力量汇聚起来
，加上 AZA 成 员和合作伙伴的集体资源和专业技能，共同救护动物于灭绝的
边缘。这个使 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合格的动物园和水族馆特别适合于成为全
球物种保护 的一股力量——与任何其他非政府机构相比，它们都有着更多的科
学家和野 生动物，还有更多的能力去调动公众的积极性。 SAFE 的建立，就是
以动物园 和水族馆在过去一百年间成功拯救濒危物种的良好记录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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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每一家动物园和水族馆都应为关于物种保护的研究增砖添瓦，以促
进其保护使命，同时应尽量增加参与这类研究的机会。
细纹斑马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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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为人们提供了了解野生
物 种的独特机会，包括它们的环境需求和适
应能力。这可以弥补知识上的重要空白：由
于动物的行 为难以解读、生活环境的遥不可
及、人与动物的有限接触、费用太高无法研
究足够的动物个体、以及研究本身可能对动
物造成影响等原因，而无法从野生种群中获
得的信息。生活在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种
群，使人类长期接近动物个体成为可能，同
时提供了相关语境和生命史参数，用于理解
在单个时间点所采样本的含义。动物园和水
族馆专业人员的实践性工作也带来了独有的
培训机会，用以发展动物的搬运、关笼,专项
兽医学、野生族群的繁殖和饲养方面的专业
知识。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提供了重要的场
所，让科学家与公众得以相遇和沟通；同时
也提供了一处平台，用以解读研究成果和诠
释保护行动,的意义。有着动物资源和员工的
专业技能，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具有巨大的
潜力可以主导或参与研究，以便让研究成果
为圈养动物和野生种群带来更高水平的管理
，同时在面临保护危机的地球上提升现存物
种的生存能力。

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范畴
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终将有利于自然群落
和生态系统。研究本身可以增进机构的保护
使命，范围从动物园机构牵头或支持的动物
种群及栖息地的研究，到对动物园和水族馆
内的动物或游客的研究,皆有可能。随着保护
工作越来越倾 向于采取“一体计划法”，有
关物种保护的研究也必须在动物园设施与各
个野外栖息地之间协调进行。
学术科学对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使命的贡
献。动物园和水族馆运作的很多方面都对学术
界研究人员提出了与其相关的、有趣的研究課
题。与学术界专家的合作，可以增加最新专用
设备的使用机会，并产生全新的想法，用于动
物园机构中动物的健康、生殖、遗传、营 养
、福利和行为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估、诊断和
治疗。实例包括相关疾病领域的专家对动物个
体的检查和治疗、避孕和辅助生殖技术（包括
细胞储藏）的开发和改善，以及制定恰当的营
养和丰容计划。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也可成为学术界研究
人 员的宝贵资源。学术界的研究领域包括了
解濒危物种的基础生物学、生命史，以及认
知和行为，用非损伤的方法检查动物个体有
关健康和生殖能力的生理状态，测试对营养
和环境状况的耐受力和偏好，以及用于支持
种群管理和揭 开鲜为人知的类群系统关系的
遗传和分类工作。使用动物园和水族馆动物
做学术研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进
行：研究人员理解其研究一定不能损害动物
福利；研究带来的知识收益应超过任何潜在
的短期福利损失；而且这些研究有益于动物
园和水族馆的物种保护使命。要做到以上几
点，所有动物园机构应制定相关规范，或邀
请某个研究委员会对提案中的研究程序进行
审核。

什么是“有关物种保
护 的”科学研究？
动物园和水族馆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实
为服务于这家机构保护使命的一种实用性
的研究，其内容可以涵盖多个互相关联的
学科，从生物学和兽医科学到社会科学、
保护心理学，以及教育学和通信科学。广
大动物园和 水族馆在进行有关物种保护的
研究时，至少会采取两种研究形式。

第一种
旨在直接支持实地保护——即在野外进行的
物种和栖息地保护，包括生存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通常为实地研究，但不一定仅
限于此，尤其是当研究产生的知识可直接有
助于野外种群的保护时。例如，用放归项目
中的物种进行的营养学研究，可能会产生能
够确保今后几代健康繁殖的关键知识，随后
每一代中都会有些个体放归到野外。
第二种
目的为收集新知识，以服务于本机构的物种
保护使命。其中涵盖了评估游客态度和偏好
的研究，关于如何改善游客对物种保护及物
种可持续性的兴趣和态度的研究，以及有助
于向游客有效传达保护目标和环境教育的研
究。

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不一定仅限于濒危物种，
还可能需要其他物种的参与，目的是将其作
为“模型”来测试和改善用于濒危物种的相关
保护行动和规程。“一体计划法”可用于个案
分析，以决定某个研究项目是否应视为与物种
保护相关，以及它可能带来多大的贡献。对有
关物种保护的研究提案，“一体计划”式思维
还有助于评估该研究的必要性和优先级。

马里亚纳群岛鸟类保护组织（ MAC ）
太平洋鸟类保护组织 在北马里亚纳群
岛之间转移金绿绣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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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究成果应用到物种保护管理。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员工和资源，

科研工作人员

能够为致力于动物管理和物种恢复的科学家提供帮助。在有些情况下
，恢复计划需要进行以保护为宗旨的繁殖和放归，而动物园和水族馆
有专业的饲养 知识、提高繁殖成功率的研究人员，以及实施和管理
这些任务的设施。动物园机构在小规模种群的管理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不论是衰减种群还是碎片化种群的恢复性管理。对野外的保护工作
，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也可给予独到的帮助，从为资金短缺的管理计
划提供财务支持，到安全捕获和转移动物所需的兽医方面的专业技能
。动物园和水族馆还可以为科学家提供平台，用于向公众汇报其科研
目标、科学发现和研究进度。
科学的进步，为动物园和水族馆带来了日常事务中难得一见的新
兴研究方法与技术。除非动物园机构愿意投资开发自有的研究设
施，想要使用这些新的技术和工具，首先要与学术界的、公共的
和私立的实验室机构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当前学术界与动物园
和水族馆之间成功的伙伴关系已经数不胜数，可以保证保护繁殖
和动物福利得到改善、提高人们对动物适应性的了解、鼓励高质
量的科学研究，以及增强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科学信誉。科学研究
对建立能够自立的野生动物种群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动物园和水族馆为确保达到科研目标，专门设立了研究部门或聘
请了 研究人员。还有些动物园和水族馆通过长期支持本机构之外的科
研人 员来达到同一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物园和水族馆都能够保
证在 整体研究的系列课题中包含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那些因某些临
时出现的（多数是外界因素驱动的）研究需求才有所行动的机构，
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研究课题于物种保护的相关度是非常有限的。
研究的需要一旦产生，工作人员（管理员、饲养员、研究人员、兽医
）必须确定这项研究对某个物种的管理、理解和保护是否有价值。机
构的投入对任何研究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一项研究
是否能得到充分的资助得以持续进行。若撤出对某项未完成研究项目
的支持，会导致其无法得出基于实证的结论。这样做会浪费已经投入
的资源，还会降低人们对科学能够带来清晰答案的预期。在衡量
科研项目的收益和成本时，应将下列因素考虑在内：

数据库和生物资料库
数据库和生物资料库，是基于实证的物种保护方法以及保护行动的重
要工具，应成为所有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优选设施。具备精心组织的动
物数据库和大量存活的动物种群，恰当地储存和记录动物园机构内的
或野外的、死亡的或生存的动物样本（生物资料库），对绝大多数机
构来说，都是可以低成本实施的。数据库和生物资料库不仅能提高运
营管理的效率，还可以带来可供参考的资料和基因的多样性。不仅如
此，基因组资料库和繁殖技术的进步，还为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基因多
样性（即可持续发展的种群规模）面临的空间不足问题，提供了解
决的可能。
全世界的动物园和水族馆都在收集其机构内物种的遗传资源，并储存
在地区性的生物资料库中，其中包括很多合作性的项目如“冷冻方
舟”。由于得到广泛的参与和利用，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互相兼容，这
些工具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其中由国际物种信息系统组织（ ISIS ）
制作 的“动物学信息管理系统（ ZIMS ）”，就是一套卓越而领先的
数据库，用于记录信息和促进信息共享。 ISIS 的参与机构多达近
900 个，其中对种群管 理至关重要的种群层面的信息，以及建立兽医
规范所需要的大规模样本，全部唾手可得。

德国莱布尼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 IZW ）作为坦桑尼
亚鲁阿哈某个生态系统项目的组成部分，非洲野狗粪便的收集得到了多家保护
机构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明尼苏达州动物园。除了摄入的食物之外，粪便还
揭示出有关动物的很多信息，例如物种、性别、个体身份、生理应激水
平、生殖阶段、寄生虫负载和来自于环境污染源的污染。

物种保护策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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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此研究课题的难题是?

•

具体的研究问题是什么?

•

答案对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运作是否很重要?

•

研究要如何进行?

•

这项研究是否需要并已得到伦理上的认可?

•

项目成本多少，资金从何而来?

•

谁会为项目提供支持，他们有什么经验?

•

研究结果将如何发表或发布?

•

此项目会为动物园或水族馆带来什么样的综合效益（例如员工的
发展）？

德国莱布尼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IZW ） 吸血昆虫是一种非常成功
的微创取血工具，用于在濒危物种身上进行无痛 的血样采集。来自西班牙
和葡萄牙的动物园机构在伊比利亚猞猁的保护繁
殖和放归项目中展示了这种取血过程

如果动物园和水族馆有敬业的科研工作人员，可以请他们制定研究政
策、提议研究的优先等级，以及通过衡量是否符合机构的保护使命，
来评估预期研究项目的可持续性。科研工作人员应具有牢固的学术研
究背景，并能够与外部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会帮助机构
在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方面发挥出全部潜力。

德国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IZW ），以及马来西亚沙捞越森林部
（ SFD ）和社会福利署（ SWD ）
在一个主要由动物园机构赞助的项目中，于马来西亚亚婆罗州沙巴市的德
拉马格森林保护区用隐蔽相机拍摄到的水獭果子狸。

建立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的优先等级
建立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的优先等级，需要参照本动物园或水族馆的
能力、资源以及使命。所有运营领域以及拓广的保护计划，都将受益
于此类研究；因此，所有员工都应知情，并在恰当及可行时直接参与
到研究中。
哥伦比亚 TITI 河流项目
Titi 河流项目现场团队准备棉顶狨粪便样本分析。Titi河流项目由动物园
机构提供部分支持，旨在确保棉顶狨在哥伦比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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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全球受到认可的动物园机构组成的网络，若
能有效利用，可以提供大量的物种保护研究资料。精心设计和实施
的、跨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研究项目，在大大小小的机构的共同参与
下，可以产生在其他条件下无法达到的更大样本规模和使用更多变量
的机会。而这会提高研究结果的质量和价值。多个动物园和水族馆在
实地保护研究项目上的协作，为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多可持续的资源
提供了保障，同时为那些原本没有能力自主立项并在野外进行保护研
究的小型机构提供了参与机会。

结论
所有动物园机构都应评估其实施物种保护研究的潜力，并增加这方面
的投入，同时制定自己的物种保护研究策略，其中应包含现实的、可
达 的目标。动物园和水族馆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夠促进物种保护的
相关 研究，即便每个动物园机构的研究能力有所不同并因此带来水
平不同 的研究结果。机构的保护研究计划应符合机构的保护使命，
并对其做出贡献。

建议
动物园机构应通过与確立保护优先级、保护研究问题的评估与 决策的
机 构增进合作关系，并将合作关系正式化，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物种保 • 对动物园或水族馆的研究能力以及制定保护研究策略的潜力进行评
估与投资，以服务于实地保护的使命，并满足野外种群和机构内种
护 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包括政府的野生物种与发展策划机
群的研究需求。研究能力可以通过与科研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或纽带
构、 IUCN 物种生存专家组、公认的以物种保护为重心的非政府组织和
而得到提高。
学术社团。通过保护研究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的有关目标也是重点之
一。可以通过与这些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并针对如何将其建议转化成
基于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研究计划 , 在科研界和动物园界取得一致以建 • 设立或利用结构合理的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例如 ZIMS ），以及
立 并巩固当地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基于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物种保
进行有条理的标本、样本采集和长期存储（生物资料库）。
护研究框架。这些研究计划可以在全球、地区和机构层面实施，其保
护效果应得到定期的评估。
• 制定与机构的实地保护使命相匹配的研究政策和物种保护研究
策略
发表研究结果的重要性
即便是小规模的研究，只要能对野生物种的生物学和管理策略带来更 •
深的理解，都应将研究结果发表出来。这有助于避免重复工作，用
基于实证的信息来指导全球的管理决策，提高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对野
生物种保护复杂性的理解，以及向管理者和同行提供证据来证明研究
的价值。未获得积极成果的研究，结果常不用于出版。但若遵循了恰 •
当的科学方法，仍应将结果发表出来；这有助于避免重复性的工作，
并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指导。

考 虑学术机构和（或）其他具有研究资源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建立
伙伴关系，并在培养新一代生物学家方面
发挥带头作用，包括创造
机会吸引孩子们设定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方面的职业目标。
确保优先考虑能够取得有效成果的、对野外物种保护工作的改善
有明显意义的研究。

扬子鳄

40

致力于保护

检查项
下面是一份检查项列表，用于帮助动物园和水族馆改善运作方式，以提供更多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机会，同时保证高水平的动物福利。

把保护研究作为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一项核心任务

员工

您的机构有没有清晰的研究优先级和研究课题？如果有，其
中是否包含有关物种保护的问题？

您是否考虑过让各个级别的员工都有机会自愿参与一个实地
保护项目或科研项目，以增进某个领域的技能？

您的机构有没有设立规范，用于为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课题
评出优先等级？

您是否考虑过聘用有资质的科研员工来推动有关物种保护的
研究项目，并将其作为机构保护使命的一部分？

您的机构有没有设立生物资料库，或是否定期向一家有具体 目
标和策略的、有标准性协议并可追踪数据的 , 统一协调的生
物资料库输送样本？

您的员工是否懂得如何训练动物，才能确保对动物行为、健
康的监测，以及在不给动物带来痛苦的前提下进行研究实验
（例如经典和操作性训练、医疗训练）？
您的科研员工是否受到了如何观察实验用动物的行为，并监
测其福利状况的培训？

您的机构是否鼓励员工（管理员、饲养员、研究人员、兽
医）进行有望改善保护行动并支持基于实证的保护方法的案
例研究（并发表结果）？

您的公关团队是否理解研究实验的目的、科研员工遵循的用
于维持高水平动物福利的准则，以及预期的物种保护研究结
果？

有没有可引进的研究活动或研究机会，用于提高机构的物
种保护研究能力？

将科学结果和基于实证的方法与物种保护的操作程序衔接
物种保护研究与可能的法律要求
您是否确定，所有提交给机构所在地或实地保护研究所在地
科研监管政府部门的必要手续和审批材料都已准备完善？
您的机构是否定期审查运营、政策和操作程序，以确保它们都
基于物种保护策划方面最新的科学发现？

您的机构是否设有（物种保护）研究委员会？
您的机构有否向一家研究委员会就提案的研究行动进行了咨
询？若有，这家委员会有否外部成员，比如一位福利专家或
普通公众的一员？

在规划新的发展（包括动物居所）时，您的机构是否将保护研
究的需求纳入基础设施及空间的规划，或者作为丰容的选项，
如（自动化的）观察设施、实验性的喂食器、动物个体尿液和
粪便的收集装置，或医疗溜槽？

研究项目获得审批与否，是否与实验用动物享有高水平
动物福利 的承诺相关？

您的机构有没有考虑过将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加入到游客教
育计划中？

注：

确保您的机构中用于物种保护研究项目的动物处于积极的动物
福利状态
您的机构后院和研究动物用的居所是否达到了高标准
的动物福利？
您的机构中用于研究的动物是否与其他动物的福利标准相同？
您的机构在研究和物种保护方面的合作伙伴，是否同意在进行
保护研究时保持高水平的动物福利？
您的机构在研究和物种保护方面的合作伙伴是否需要得到帮
助，才能确保在进行保护研究时也保持高水平的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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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狮展馆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动物园

参与

参与——扩大影响并带来支持保护的行为变化

愿景

动物园和水族馆是值得信赖的物种保护发言人，并且有能力使游客、
社区和员工适度参与到野生物种的保护中。

西部水龟

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动物园

物种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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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机构为野外保护做了哪些工作？如果答
案为动物园和水族馆激励人们更加关爱动物，
那么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在大多数情况下，增
加同情心和提高觉悟并不会带来行动，除非经
历了持续的参与过程并且具有持续的动机。动
物园和水族馆如何吸引游客参与并改变游客的
行为方式，将会关系到物种保护的长远成功。
动物园和水族馆有绝佳的优势，可以影响游客
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提供（直接或间接）的
支持，方法包括采取教育方案、公众方案，以
及营销和公关。动物园机构能够利用动物与游
客间的特殊情感纽带，创造正式和非正式的学
习机会，让游客了解物种保护和更加广泛的环
境保护，同时增强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保护使命。
WAZA 和很多地区性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当前
已提出要求：每家机构都应有专门负责教育的员
工，为游客提供与其生活相关的物种保护教育体
验。
和水族馆游览，能加深人们对物种保护的理解，
并促使他们用全新、积极的方法去保护生物多样
性以及保护环境。让教育者回到动物园和水族馆
，不仅仅是为了让游客了解本机构的物种，认识
到野生物种面临的威胁和导致生物多样性快速流
失的问题，更是为了促进基于保护的行为、行动
和物种的实地保护。可使用有效性已得到验证的
社会科学工具和技巧，来激励支持环境保护的行
为，从而减轻人类对野生种群的影响。
为了发挥救护野生动物的全部潜力，动物园机
构应借鉴社会营销和心理学这两门学科，作为“
健康和安全运动”的基础。基于社区的社会营销
（ CBSM ）和其他沟通工具可以通过使用社会科
学的方法理论，触及、影响和吸引更加广泛的受
众。心理学研究已显示，通过理解人类对自然环
境的态度和价值观，可以制定出教育计划，培养
员工、游客和社区民众自主改变行为的能力，以
降低人类对全世界有限资源带来的压力，减轻对
野生物种的威胁，并减缓物种多样性的流失。

方法论
现代化的动物园和水族馆有多种方
法可以吸引游客、学生、员工和社区
的参与。
动物
有益动物健康的、设计良好的环境可以成为
吸引游客参与的强大工具（见现代化的保护
机构和动物福利）。
标识
动物的清楚信息，故乡所在地，以及在 IUCN
红皮书里的濒危状态。虽然在阅读任一标识时
只有25% 的游客会读完文字内容，内容传达的
信息依然很重要——但仍然需要通过个人理解
和互动元素来加深印象。
展示
传递强大保护信息的、吸引人又内容丰富的
展示，可以成为提高任意游客“保护意图”
的最有效工具，在此过程中，员工花大量时
间与游 客互动功不可没。

互动性的图表
让游客参与学习，可以帮助他们强化记忆
。

科技
通过使用条形码和二维码连接到互联网，以及
社会和其他科技手段的使用 , 对受众很有吸
引力并可成为展示动物及其罕见行为的强大工
具， 由此强化动物园和水族馆传递的保护野
生动物和野外栖息地的信息。
运动
WAZA 已发起了“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之本”的外
联项目，旨在提高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觉
悟，并鼓励人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举办让游客
和当地社区参与进来的主题活动，也是鼓励人
们参与物种保护的好方法。
研究与评估
所有教育性和阐述性的介入活动，其效果必须
得到研究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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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并非不可避免，况且现有的灭绝速率并不自
然。栖息地的碎片化、变更或破坏，过度开采、
污染、入侵物种、冲突和气候变化皆为人类引发
的威胁。人类社会可以 通过自觉改变日常活动
来支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从而减轻这些威胁，
这意味着每 个人都能够为此做出贡献。向制造
商和制 造行业发起倡议，能够带来其业务运作
上的积极变化；而对政府的游说，则可成为增加
对环保有益的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催化剂。
用社会科学理解行为变化
动物园机构一直以来都在使用社会科学原理，
包括物种保护与环境心理学，以理解人们会因
何而支持或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心理
学的定义为：

“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尤其注
重如何鼓励人们保护大自然……【采用】心理学
原理、理论或方法来理解和解决物种保护关糸到
人类几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多学科的领域意味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以及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需要
建立文化的相关性和社会经济的洞察力。保护
心理学考虑到所有现存因素，以及人们如何认
同朋辈、家人和朋友，对提供信息和给出建议
的机构信任程度如何，还有人们采取行动的障
碍和动力分别是什么。广大动物园机构越是了
解游客，并懂得如何对其造成影响，就会越有
效地保护野生物种和野外栖息地；使用积极正
面有关物种保护的研究也必须在动物园设施与
各个野外栖息地之间协调进行。

致力于保护
愿望
环境保护行动
为了带来社会层面的变化，动物园机构的保护教育、倡导工作应并入
一项让本机构内所有人——从园长到所有部门的员工——共同参与的
政策（见建立物种保护文化）。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支持和培训有
可能走上保护物种多样性工作岗位的学生，推进物种保护的倡议。
有关参与的政策，尤其是对增进保护的行为需求，应在策划阶段就加
入到设计过程中。说明性的故事、图表、学习空间，以及正式和非正
式的学习体验，都应在规划新设施功能时考虑进去——包括台前和幕
后的设施。在规划阶段还应考虑到科技以及科技的综合应用，目的是
为游客提供印象更加深刻的体验，以扩大影响范围，例如通过社会媒
体和人们的主动传播。

实现行为改观的六个步骤
•

减少使用、重复使用，以及循环再利用

•

立志减少一项人类对环境的威胁

•

通过做志愿者和捐赠，支持保护行动

•

向政客和各行各业发起倡议，以产生有益于可持续性未
来的改变

•
•

学习计划

作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应做出对野生动物和野外环
境没有直接影响的、明智的选择。
除了改变自己的行为，还可以帮助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做
出改观。

动物园机构内的每种体验都具有传达教育的机会，包括在餐厅、商店
和花园等场所。能够促使变化发生的吸引人的、有意义的体验（如 精心
构思的课程或无意之中的偶遇），可以鼓励人们将有益于物种保 护的行
为在游览动物园或水族馆之后持续下去。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计 划应包
含令游客展示保护行动并通过社会媒体保持联系的机会，以鼓励长期的
保护行为。为影响社区群众的行为，动物园和水族馆制 定吸引公众参与
的体验活动时，在公开推出体验之前应清楚地给出物 种保护成功的定义
。活动应基于环境和保护的问题,通过接触目标受众、利用预期的传播范
围和自身的影响力，每个机构认为最能产生收效的 问题。此外，与当地
政府、野生动物信托基金、大型超市和水资源管理局的合作，将加强环
境和物种保护信息的传递，促进可能的行为变化。
行动
针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动物园机构应制定清晰的策略以引导人们的行
为变化，同时激发新的环保行为模式，从而尽量减轻人类活动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例如识别并再造集体行为模式，理解采取这些行为对受
众带来的影响，发现目标行为模式面临的障碍和实现后的益处，开发
新的影响力模型以促进积极的行为变化，制定营销策略以引发目标行
为模式，以及开展征集沟通策略的活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湾水族馆 保护计划（如“海鲜观察”）可以指导动
物园、水族馆和其他使命相同的组织，帮助他们提高消费者和店铺的分辨能力
，购买海鲜時选择支持海洋健康和海洋生物多样化的捕捞来源。

培训
所有动物园机构都应设立适当的培训计划，以培训与游客和更广泛的
社会群体直接沟通的员工。这些员工经过培训后应具有制定活动计划
和吸引观众的必要技能，包括沟通技巧。在此之前，他们还应了解基
本的生物学、生态学知识，机构内部动物保护的现状，以及本机构为
这些物种的野外保护所做的工作。培养这些员工的表演艺术和讲故事
的能力，同样有益于吸引游客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美国纽约野生物种保护学社 到
动物园机构参观的游客可以参与简单的倡议活动，例如旨在终止导致 非洲象大量
死亡的象牙贸易的请愿。

物种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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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扩大影响并带来支持保护的行为变化 |

知识就是力量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动物园联盟
将游客与动物相连结，是我们赖以战胜物种灭绝做的最大财富之一。

在动物护理、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部门接受跟岗培訓会让所有员工
更加深入地了解动物的需求和局限，同时也更加了解本机构与游客
的接 口。为营销和公关部门提供类似的机会，也能够增进对如何将信
息 最有效地传达到的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认知和实践能力。应支持
工作人员造访其他机构、参加区域性和国际性会议，以及参加各种培
训活动，以便交换想法并学习新的方法和技术。负责教育的员工应在
条件允许时 造访保护项目以获得物种与环境保护的第一手经验，
以便在多个社 区采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时，以及应对栖息地毁损、
人类与野生 物种冲突等问题时，能夠䇔得挑战。这不仅提高了游客对
负责沟通的员工的信任，同时也让这些員工得以讲述亲身的体验。
教育的研究与评估
近期在 WAZA 领导下进行的一次全球动物园和水族馆教育效果评估，
即“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之本”外联项目的一部分，发现大量游客在
游览之后对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好的理解，对如何行动起来帮助保护
生物 多样性也有了更多可以借鉴的知识。这些结果是迄今为止最有
说服力 的证明，说明了到动物园和水族馆参观，可以使得理解并懂
得应怎样 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人群发展壮大，从而为爱知生
物多样性1号目标 做出贡献。

Downloa d the a pp

fac ebook .com/BioDiversity Is Us
twitt er.c om/B ioDivUs

瑞士 WAZA WAZA 的“生物多样
性是人类之本”外联项目，提供了帮助人们提高生物多样性觉悟的工
具，它是为了支持联合国的 2011-2020 生物多样性十年计划应运而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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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这类评估不仅在全球层面，也给每家动物园和水族馆提供了重要信息
。每家机构都应评估其教育计划在促进有益于保护的行为和影响人们
消费模式方面的有效性。重要的行为、认识误区、游客的期望值，以
及哪些信息能够与目标受众产生最佳共鸣，都可以通过市场调研或预
评估来获得。评估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聚焦特定人群、面谈，以及前
期和后期测试，这些方法也使得测量游客体验的效果、学习目标的达
成以及改变行为的意图成为可能。总结性评估是非常有益的工具 ,并
可以为将来的工作改善提供指导。
游览后的评估可以使人们再次思考游览时获得的信息，并汇报游览后
已发生的行为变化。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比从前更加容易，因为数据更
加易得，而且社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都可用于在游客离开
之后取得联系，然而必须承认游客的自主汇报环节依然比较薄弱。下
一个挑战，将是找到不引人注目、并尽量不带偏见的评估方法（例如
尽量减少问卷受访者想要取悦采访者的可能性），用于测量游客长期
的行为变化。

瑞士 WAZA
为支持 WAZA“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之本” 外联项目而推
出 的纪念版毛绒玩具中的猎豹。

使保护策略与保护行动相匹配
如果动物园和水族馆想要让游客改变行为模式，那么这些机构本身也
要采取最佳的物种保护行为方式。动物园机构是重要的业务运作机构
，有能力引领可持续性的业务操作模式，方法是设定目标减少碳排放
，并坚持采取可持续的操作、在与供应商的协议中坚持使用可持续性
的产品，以及采取其他有益于保护的行动，包括成为得到认证的碳中
性机构（见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动物园和水族馆的 350 运动(注
：350ppm ，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安全浓度）”在个人与集体并肩抵抗
气候变化的行动中，为制定绿色组合策略和机构行动方案提供了指导
（例如通过脱离矿物燃料公司，并重新投资给与保护使命相一致的解
决方案）。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动物园和水族馆可以教育游客，让他们了解例如重复使用购物袋这种益于
环境可 持续性的日常选择，同时鼓励他们做出长期的行为改变。

俄罗斯雪豹自然保护区
在动物园机构内以及全世界的物种保护伙伴项目中，都在进行着影响游客行为的活动；例如俄罗斯的
雪豹节。
物种保护策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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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结论
动物园机构有独特的机会，就物种保护问题与游客、社区乃至整个社
会在令人愉悦的环境下进行互动。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能够促使并激
发积极保护行为的产生，并由此在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使命上有所
作为。所有动物园机构共有的目标应是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中来
，包括游客、其他动物园和水族馆、保护组织以及社会各界，鼓励他
们采取有益于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保护的行为。
建议
•

在动物园各层面（员工、志愿者、游客和社区）设立可测量的机构性
的参与框架，旨在推动保护教育、发出倡议，以及发现有关生物多样
性流失的文化关联。

•

利用社会营销、科学研究、保护心理学的最新发现，制定计划吸
引游客做出支持保护的行为，尤其是针对可能影响到游客的当地
问题。

•

投资教育战略和员工的教育技巧，促进跨部门的曝光率，并阐述
本机构的公众参与计划如何与全国和当地的教育水平挂钩。

•

设定目标行为模式、说明如何将其传达给来访公众（如儿童、学生
和成年人）、阐明效果应如何评估，并建立一套信息利用系统，用
于利用动物福利、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物种组成，以及动物行为模式
方面的信息，以吸引游客采取有益于物种保护的行为方式。

•

寻求与大学、博物馆、其他动物园和水族馆以及保护组织建立合
作，以在数量上增加保护教育和促成环保行为方面的 研究、评
估、伙伴关系和资料分享。

黑足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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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莫斯蟾蜍

巴拿马

保护

种群管理

愿景

作为小规模种群管理的专业技能中心，动物园和水族馆参与了合作性
的、基于科学的种群管理项目，其中各利益攸关方全部要做到让其管
理下的种群在人为照顾下以及在野外都能够实现自主生存。

蓝嘴凤冠雉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物种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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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任何群体或机构（像动物园机
构一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
验，可以饲养和繁殖数千种动物；因此
我们在野生物种保护方面有巨大的潜
力，可为其做出重大贡献。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宗旨是保护自然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然而由
于人类已经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将有越来越多的物种会因集
约化的种群管理而受益, 并且对其需要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个趋势
强调了动物园和 水族馆在机构内以及在野外，对更多物种进行更直
接的集约化管理的 需求。随着动物园和水族馆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越
来越多地采取保护性 的繁殖，应谨慎选择物种，以便把有限的资源
集中投入到那些带来长 远、广泛的保护差异化的物种上。
IUCN 已承认，在 64 种濒危脊椎动物中，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保护繁殖
为其中 16 个物种的种群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 IUCN 濒危物种
红皮书》的记录，这 16 个物种的濒危状态已经有所缓解。在人为环境
中繁殖动物，随后作为配合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将其放归自然，是缓
解“ IUCN 红皮书”中物种濒危状态的重要方法，也是被引用次数最
多 的保护案例。对鸟类而言，保护繁殖和放归已将 16 个濒危物种
里的6 种 拯救于灭绝边缘——若无人类干预，这几个物种很可能早
已消失。对 哺乳动物而言，保护繁殖和放归的方法在改善种群状态
方面的效果要 优于其他保护行为，并已为“ IUCN 红皮书”中的至
少 9 个物种带来了实 质性的改善。野外种群面临的威胁，以及动物
园和水族馆在减缓这些威胁方面的潜力，可以通过采取正式的物种
保护策划程序和（或）通过对 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编写的
修订版 《物种保护中使用移地保护管理的指导原则》 来发现。
种群管理的现状
多年来，动物园和水族馆已经肩负起物种保护繁殖项目的领军职责。
没有其他任何群体或机构（像动物园机构一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和
实践经验，可以饲养和繁殖数千种动物；因此我们在野生物种保护方
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为其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基于动物园和水族馆的
技能和资源，一旦通过跨学科的、广泛的伙伴关系得到应用，对实现
保护成果将是极为有效的。

上

中

下: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非洲野狗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小熊猫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阿鲁巴岛响
尾蛇

种群管理 种群管理 |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为完成物种保护需要的一系列角色任务，人为照料下的野生动物种群
在统计学上必须足够强健，动物个体必须在行为上有足够的能力并且
在遗传学上能表现出其野外同类的特性，而繁殖计划必须能够使这些
特质得以持续到未来。多个动物组成的能够自立的种群应在各方面都
比较健康，包括具有积极的动物福利状态（见现代化的保护机构和动
物福利），动物来源应合法、可持续并符合动物伦理。

种群管理的未来

在 WAZA 的《 2020 年愿景与团体战略》中，第一个运作目标宣称在实地
保护与动物园和水族馆里进行的保护之间应建立明确的纽带和沟通渠道。
根据这一目标，该《战略》假定日益注重整体方法以达到一体化物种保护
的时代，即使用“一体计划法”策划物种保护的时代，正在来临。一体化
的保护工作需要一系列的管理强度，从人类极少干预的野生种 群管理，
小规模的种群往往不足以保证一个物种的长期存在。地区性或全球性 到某些保护区、动物园和水族馆内集约化的种群管理。此外， 为了建立
的保护繁殖项目，可以在必要时帮助形成大规模的种群。由于物流和 可持续的种群，动物园机构必须致力于支持和培训实施合作 性种群管理
法规方面的原因，多数项目的管理都处于地区性水平。在 WAZA 的赞助 的工作人员。
和管理下，一种促进跨地区合作的新方式正在通过全球物种管理计划
（ GSMPs ）得到试验。 GSMP 涉及到在建设和尊重现有的地区性进程
时，根据一套全球协定的目标对某个特定的物种类别进行管理。
国际性的和地区性的谱系资料库能够提供数据，帮助实现这类保护繁
殖工作在各动物园机构间的协调。谱系资料库是国际性或地区性管理
的、动物的血统数据和统计学数据的信息库。国际谱系资料库是由
WAZA 赞助和管理的。动物园资料管理系统（ ZIMS ）是存储动物个体一
生全部数据的一项应用。为方便谱系保管员使用， ZIMS 增添了多个新
的特性。管理得当并且数据及时更新的谱系资料库，可以提高 ZIMS 应
用提供的动物种群数据的质量。 ZIMS 的数据由国际物种信息系统
（ ISIS ）的成员输入，从而使得这些成员为整个动物园大家 庭有效
的种群 管理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将这类即时更新的档案系统应
用在小规 模储备种群上，能够推进“一体计划法”，并直接有益于
自然界中野 生物种的保护。
我們必须认识到，为许多物种建立长远的可持续性的最大障碍， 是没
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大规模的种群及其繁殖。这个关于空间可得性的问
题 最初发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依然是建立可持续种群的一项
先条件；与此同时，要求动物园和水族馆照料的物种数量还在不断增多。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动物园的专业人员在为了达到繁殖的目标而需要转移
动物（或动物配子）时遇到的困难。监管的障碍使得地区间的动物转移
难度依然很大。而这使得 GSMPs 和其他跨地区协作项目的成功实施难以
实现。此外，这还阻碍了对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的管理——若能
为了繁殖目的对隔离的、地区性的种群预先进行转移，那么它们组成的
集合种群将足以获得可持续性。应加强力度推进以繁殖为目的的动物

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
在丹麦和爱莎多尼亚进行的黄条蟾蜍的保护繁殖与放归

（或动物配子）转移方面的立法，以期有所改观。
如果动物园大家庭想要成功地建立可持续的动物种群，必须认识到由
项目负责人和谱系保管员共同执行的协作式种群管理的重要性，并为
其提供支持。在资金与其他资源十分有限、饲养收集计划至关重要且
资源配置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动物园和水族馆要获得长远保护的成
功，协作式的种群管理必须是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项目负责人和
谱系保管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成功非常必要，他们为动物园大家庭
提供的服务价值无法估量。

物种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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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栖息地流失、栖息地与种群的碎片化，野生种群与人为照顾下的 种群
相似之处越来越多：规模小、生活在栅栏围起的保护区内、以及 互相之间
有限的基因流动。例如，放归到较小规模的围栏内保护区的 动物，必须定
期进行个体转移，以模拟自然界中动物的迁移并维持基 因的流动。这种模
式称为管理的集合种群——因为集合种群的自然行 为如迁移要由人为干预
才能完成。集合种群的管理涉及到在同一个保 护目标下管理多个互相影响
的种群。其组成有可能包括多个地区性的 人为管理的种群（包括整个地区
- 国家范围的繁殖计划）、多个野生 种群（包括放归后的种群）以及多个
基因组库。

致力于保护
要建立种群长远的自立能力，策划繁殖时常常需要动物（或动物配子
）的转移。按照惯例，动物的转移会涉及人为管理的种群之间的动物
交换、从野外引入动物以加强现有种群或建立新的管理种群，以及将
人为管理种群里的动物放归到野外。这些转移可以在交互式的动物
（或动物配子）交换框架下，在野外和人为照顾的种群之间结合进行
，以达到一致的保护结果。这样做极大地提高了维持动物园机构内和
野外种群自立的能力。为做到有效的种群管理，应当采用并遵循国家
和国际层面的立法【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以便为这类种群间的相互交换提供更多机会。
人为管理小规模种群方面的科学知识，可直接用于需要集约化的野生
动物管理技术的实地保护项目中。例如，为接近人类居住地的野生动
物种群建造围栏，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止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发生冲突
。然而，围栏内的种群若要达到长远的自立，需要人类对其进行干预
。同样，碎片化和小规模的种群可能需要动物在有限的几个地点间进
行转移，以重建基因流。由于土地使用和逐渐升级的气候变化不断导
致栖息地碎片化、恶化和损毁，作为物种保护的手段之一，动物转移
的重要性很可能越来越高。这包括在目标为恢复生态过程、重建正常
生态系统的“再也生化”新兴概念中，要考虑动物园和水族馆可以发
挥什么作用。 IUCN 物种生存委员会修订版的《放归和其他保护转移的
准则》，为此提供了战略性的指导方针。

改善种群可持续性和物种保护效益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改善濒危物种
所在地国家的种群管理。同样，与野生种群的管理者维持良好的伙伴
关系，对增强繁殖计划的效果也是至关重要的。应与主管机构达成协
议，以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了解要实现物种恢复的团队目标，需要达
到哪些指标，以及哪些任务应由哪一家机构负责完成。
结论
可持续的种群管理是现代化的动物园和水族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一。此外，游客很难分清单个动物的需求（动物福利）与物种保护的
需求（种群管理）之间的差别。动物园机构内的种群管理需要定期对动
物进行转移、选择性繁殖、社群重组、安乐死或避孕，而这些需求应清
晰地、从物种保护和动物福利两个方面，对所有的利益攸关者解释清楚
。
建议
• 因为空间的不足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种群的最大障碍，动物园和水
族馆应做到互相配合，将尽可能多的空间用于管理种群的居住和
繁殖；这是实现种群可持续性的基本要求。

• 保护繁殖计划要定期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以了解其在达成既
随着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加深，很可能越来越多的物种会需要某种集约
定目标和种群可持续性方面是否成功，及其潜在的保护效果。
化的种群管理（人类干预）才能免遭灭绝之灾。 IUCN 物种生存委员会
（ SSC ）编写的《物种保护中使用移地保护管理的指导原则》修订版， • 一体化的物种保护计划应进一步推动跨界和跨机构的合作，合作伙
伴可以是其他动物园和水族馆、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政府
就动物园和水族馆中采取的行动是否会、以及怎样才会成为物种保护
机 关，以及其他志同道合 , 认同集约化种群管理是实现积极保
整体策略中有益的组成部分，给出了指导。这些指导原则描述了一种
护效 果的恰当方式的伙伴。
五步决策法，可用于定义人为照顾下的种群在物种保护中潜在的作用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发挥这些作用，以及这些行动的可行性、风
• 为实现意义深远的保护效果，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应将重心放在
险，和成功的可能。如果能找出用种群管理改善种群的自立能力或阻
能够有所作为的濒危物种上。需要时，应将各地区的繁殖计划互相
止物种灭绝的具体方法，并将其作为物种保护整体策划方法的一部分
进行严格的评估，那么种群管理可以成为更加有效的物种保护工具。
联系起来，以便采取全球性的物种保护策略。
WAZA 不久前发起了一次针对动物园和水族馆物种保护的水平扫描，结
果显示，创新的方法除了能够提高集约化管理下种群的行为、生殖、
遗传，以及与健康和福利相关的管理手段，也是增强人为管理下以及
野外的种群自立能力所必需的。当前还有多个挑战需要得到重视，比
如群居物种的管理、较低的繁殖成功率、集合种群的管理，以及动物
对人为管理的适应。有望为种群管理的方法带来重大变化和改善的、
研究和科技方面的新进展（如基因组学）正在逐步涌现。需要开发新
的方法和软件等工具，来将这些新发现和新科技纳入到种群管理中。
这些新的工具将包括诸如移地繁殖中心、可提取的储备、基因组资源
库等设施。建立可持续的、具有基因多样性的种群是物种保护的一项
义务，它同时服务于实地保护、动物园机构中实施的保护，以及动物
福利目标（见科学与研究）。

• 良好的饲养方法和动物福利是繁殖计划成功的基础，因此必须成为
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所有工作的基石，并同时适用于机构内和野外
的工作；包括对执行种群管理的各级别员工的培训和支持。

太平洋海象

美国纽约州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关爱

现代化的保护机构与动物福利

愿景

每一家动物园和水族馆都应清晰地展示对优秀动物福利的核心承诺，
此承诺也是对高效、共有效的野生物种保护目标的支持。

加氏袋狸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动物园联盟
物种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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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声明
优秀的动物福利是实现野生物种保护的共同目
标的基本要求。对所有动物园和水族馆来说，
向外界证明机构内的动物福利在现有条件下已
达到最高水准，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必须做到
显而易见。虽然动物园机构的核心目标是物种
保护，但其核心行动是实现积极的动物福利。
《关爱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动
物福利策略》，对动物园和水族馆动物的福利
给出了更详细的描述。现代化的动物园机构力
求尽量满足动物的复杂需求，令其管理下的各
物种尽可能地像在野外一样表现出大量的自
然行为模式。
人类对动物园和水族馆动物的感觉和情感回
应，与其他人为管理行业中的动物截然不同，
如促成传统的动物福利规范产生的家畜或农场
的动物。在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中，员工与动
物间形成了亲密的纽带，并且常常会照料某些
动物很多年。现代化的动物园机构较为典型的
做法，是饲养具有较高物种保护价值的为数不
多的动物个体。这些动物除了本身的保护价值
，还受到游客的喜爱，因此能够成为公众寄托
兴 趣和情感的焦点。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动物福
利策略

有关动物的沟通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们已被广泛认可为野外
动物的“大使”，同时协助向社会传达有关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信息。通过在模拟的自然
环境展示野生物种，可以鼓励游客了解物种保
护，并启发他们采取保护大自然的行动。浸没
式的展览设计潮流旨在让游客身临其境，和动
物处在同一片环境之中；为游客带来多重感官
体验和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这可以促进游客
的情感学习，并且研究发现，通过建立与野生
动物之间的情感纽带，游客更有可能支持野生
物种的保护或为其捐款，也更有可能改变行为
模式，有时候甚至会成为物种保护的代表和斗
士（见呼吁广大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负责人和参

与——扩大影响并带来支持保护的行为变化）
。

为支持其成为现代化的保护机
构的目标，广大动物园和水
族馆有责任实现高水平的动物
福利。

实现积极的动物福利状态
动物福利指的是一只动物的状态，包括其自身
体会到的主观感受和感觉；这种主观感觉受
其身体、心理和行为健康，以及周围环境的影
响。知识的进步已经证实，评估动物福利状态
时不仅要看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同样非常重
要。因此，二者相结合才能满足动物的行为需
求。
积极的动物福利状态，指的是生理和心理需求
得到满足，并且环境能够不时为其提供有益的
挑战和选择时，动物体验到的综合状态。动物
园和水族馆必须利用严格的要求、科学研究、
员工的专业技能、兽医保健以及监测技术，用
可测量的、透明的方式，积极主动地管理和促
进动物的“积极的福利状态”。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为猫鼬提供环境丰容，以鼓励其表现出在野外常
有的自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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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和水族馆对其机构中所有的动物积极、
恰当的照料，确立了动物和游客之间的纽带，
也增强和明确了野生物种保护的重要信息（见
建立物种保护的文化）。在传达物种保护的信
息时，动物园机构必须同时传达对动物的尊
重。同样，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在用于展示
或与公众互动时，也要传达强烈的物种保护信
息，并且在其过程中不能造成动物个体的福利
损失。这些活动必须由兽医或经过培训的员工
监管，对动物的福利状态全程保持监测。无论
何时，一旦发现消极的动物福利状态，应立刻
将动物撤出此类互动。

现代化的保护机构和动物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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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保护福利与现代化的动物园
“ 物种保护福利”是过去十年内出现在动物园界的术语，用于在实
现 保护目标的同时确保动物享有积极的福利状态，如在野生物种研
究行 动或野外放归项目中。优秀的动物福利可以全程支持有效的物
种保护，例如改善后的饲养方法和放归的成功，以及更高的游客参与
度。这种“富有同情心的物种保护”方法强调了一个核心原则：在拯
救物种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单个动物的福利状态。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福利工作应不仅在机构内进行。还应通过教育
、讲解、社会媒体以及任何其他沟通方式，将这一长期承诺传播给大
众。通过有力的研究和评估了解公众对动物福利的认识，才能确保游
客理解动物福利和种群管理意味着什么。

针对集约化管理的和有关保护行动涉及的动物，必须接受此项策略和
更高层面的保护前景，并管理其执行。对有争议的操作应进行伦理审
核或必要性评估，以确保结果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积极的福利代表
动物生活中累计的积极体验净值高于消极；只要符合物种保护福利更
加宏观的战略目标，短时间采纳上述策略是可以接受的。
打造积极动物福利的工具
在动物照料的方面，动物园和水族馆都必须采用经过验证的最 新
方法来管理野生动物，以达到动物福利最大化。这包括确保使用
恰当的训练方法如正强化、以福利为核心的展览设计、聘用熟练和
经过培训的员工、提供条件允许下最高水平的兽医保健、使用环
境丰容、定期审核动物饮食、采用连贯而知情的管理方式、将福利
作为研究的焦点之一，以及持续监测动物的福利状态。在获取经
历过消极体验如捕获、运输和社会干扰的动物个体时，需要考虑其
物种保护福利方面的含义。与其它动物园和水族馆、大学以及动物
福利与科研机构结成伙伴关系，是建立和改善动物福利、提高机
构内部的知识和操作水平，以及不断提高员工技能的重要工具。
应逐步采用基于动物的可量化的信
息，如激素水平、行为模式的多样
性或心率的测量，得出量化的、可
复制的结果，以提高动物福利的对
比性和分析性水平。

由于保护的紧迫性和集约化的种群
管理需求，虽然动物福利的重点之
一是尽量减轻动物的“痛苦”，在
物种保护福利的语境下这一点未必
一直适用。例如，以放归为目标的
繁殖计划，必须培养动物的野生行
为，而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会令动
物个体“痛苦”，并且可能违反了
积极的动物福利。然而这种训练对
个体在野外的生存至关重要，同时
也关系到整个物种的保护。很多以
放归为目标的繁殖计划在放归前对
动物的行为进行调节，有时会包括
放归前的捕食者训练，以刺激逃跑
反射；控制饮食以模拟野外的食物
可得性；或进行活食饲喂。

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动物园和水族馆
协会的认证项目，是证明良好动物
福利水平的有效方法。动物园和水
族馆应在有条件时参与这类认证。
若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协会没有此类
认证，动物园和水族馆应通过与其
他机构结成伙伴关系或参照其他机
构的标准，用各种方法证明在动物
福利方面做出的成绩。达到当地立
法和（或）规范要求的动物福利与
持有动物的标准，是动物园机构的
一项初级目标。理想的做法，是要
超出这些标准的要求。

美国伊利诺伊州谢德水族馆
水族馆的专业医疗人员在给一条鳐鱼做手术。

物种保护策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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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除此之外，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动物伦理和福利委员会，也为有关
动物 福利和物种保护福利的决策提供有益、客观的参考观点。这
些委员会可以包含机构内的重要员工，如兽医和动物管理人员，
同时还有来自科研界和普罗大众的外部成员。采用这类委员会的
动物园和水族馆在 反馈中表示，它们的存在有助于确保动物福利
决策环节的透明度，并使来自公众的针对某些具体福利问题和物
种保护福利方面的观点得到采纳。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动物福利策略》的承诺

我们承诺做到：
• 努力为我们照料下的动物实现高标准的动物福利；

确保积极动物福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以福利和策
划为主导的机构文化。透彻而信息完备的策划有助于在动物福利
方面建立信心和专业技能，这要求在制定繁殖计划、动物的转移
和移动计划、 展区和居住区的设计方案、环境丰容计划和有关标
准化操作程序时，都要考虑到动物的福利。

•
•
•

成为动物福利的领军、倡导人以及权威顾问；并且
为动物提供注重其身体与行为需求的生活环境。在此过程中，
我们承诺：
尊重我们动物园和水族馆中的所有动物；

•

令高水平的动物福利成为我们饲养活动的重点之一；

结论

•

确保所有饲养决策都建立在动物福利科学和兽医科学的最新
理论基础上。

•

在同事之间构建并分享动物护理与动物福利方面的知识、技
能，以及最佳操作的建议；

•

遵守地区性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以及 WAZA 制定的具体的动物
福 利标准；并且

•

遵守辖区的和国家的法规、规范和法律，以及与动物护理和
动 物福利相关的国际公约。

一份动物福利章程或承诺声明，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机制，让动
物园和水族馆员工理解和认可管理团队捍卫动物福利的决心，也
可以看作是对游客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做出的一份承诺。 WAZA 已
通过了一份承诺声明，并且将其作为《关爱野生动物：世界动物
园和水族馆协会动物福利策略》的组成部分。
•

建议
动物关爱和动物福利方面的投入与成功，对动物园和水族馆
的信誉至关重要，也应成为动物园机构所有运作和操作和核
心。
•

必须依照《关爱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动
物福利策略》中的福利描述 , 使人为照料下的动物享有
积极的福利狀态。

•

所有的动物互动或动物展示，都应与物种保护的信息和动物
的自然行为状态相关联，并且应由受过培训的专业员工监管
或管理，以确保达到积极的动物福利状态。

•

保证动物福利与物种保护工作之间的平衡，帮助人们理解建
立整体化的物种保护框架，以包含并接纳动物福利与物种保
护中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

动物园机构应建立致力于持续审核动物福利标准的机构文化,
其中还应包含对动物个体生活的各方面进行高水平的策划。

罗德里格斯食果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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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 2010 年版

Gusset, M. & Dick, G. (2011)

《 2011 至 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与自然和谐
共 存》。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圈养繁殖专家组（ 2011 年）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全球游客数量覆盖面以及物种保护支出。《动物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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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写和网站
两栖类方舟组织
http://www.amphibianark.org

生物机器水净化系统
http://www.livingmachines.com

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AZA ）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计划（ SAFE ）
http://www.aza.org/safe

测量项目保护效果的工具
http://www.waza.org/en/site/conservation/conservati
on- impact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
http://www.iucn.org/about/work/programmes/species/who_
we_ are/about_the_species_survival_commission_

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AZA ）为 AZA 认证的动物园、水族馆提供的工
具 包，以增进对实地保护的贡献
https://www.aza.org/uploadedFiles/Conservation/Toolkit%20for%20
Increasing%20Field%20Conservation%20Contributions%202012_Final.
pdf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https://www.bfn.de/0304_2010ziel.ht
ml

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http://www.aza.org

联合国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http://www.cbd.int/sp/targets

联合国物种多样性公约
http://www.cbd.int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http://www.waza.org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保护繁殖专家组
http://www.cbsg.org

动物学信息管理系统
http://www2.isis.org/products/Pages/default.aspx

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营销：培养可持续的行为
http://www.cbsm.com

动物园和水族馆的 350 运动（注： 350ppm ，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安
全浓度）
http://www.cbsg.org/zoos-aquariums-350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http://www.cites.org
保护心理学
http://www.conservationpsychology.org/about/definition
冷冻方舟
http://www.frozenark.org
全球种群管理计划
http://www.waza.org/en/site/conservation/conservation-breedingprogrammes/gsmp
国际物种信息系统
http://www2.isis.org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http://www.iucn.org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皮书
http://www.iucnredl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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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汇编
下列定义是依本《策略》的语境而定的，旨在让读者更加清晰和自
信地理解这些术语在本文中的含义。

保护心理学
针对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互利关系的科学研究，尤为注重如何鼓励人 类保护
自然界。

动物福利
一只动物对其生活条件的适应程度。（据科学验证）好的福利状态 会使一
只动物健康、舒适、营养良好、安全、能够表达天性，并不 会有任何不适
感，如疼痛、恐惧和痛苦。

物种保护中的动物福利
致力于实现物种保护目标的同时确保积极的动物福利状态，如在野 生动物
研究活动或放归野外的活动中。
生态系统
由相互影响的有机体和其生活环境组成的生物群落。

水族馆
其中生活着野生动物和其他物种的永久性设施，是向游客开放的经 营场所
。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诸如提供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养分循环和土壤生产等有益于人 类，并
维持地球环境适宜物种生存的多种自然过程。

生物信息库
为达到研究目的而收集的大量的生物学或医学数据及标本。

新发疾病
新的或以前从未发现的细菌、真菌、病毒和其他寄生虫引起的疾 病。
环境教育
促进对自然界的理解和喜爱的教与学的过程。

生物多样性
在所有环境中生活的有机体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陆地、海洋和 其他水
生生态系统，以及它們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其含义包括 物种内的多样
性、物种间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物 多样性公约》定义）
。

环境的可持续性
与环境之间有责任感的互动，以避免自然资源的枯竭或劣化，并保 证长期
的环境质量；环境的可持续性有助于确保现有种群需求的满 足，并且以不
损害将来后代需求的满足为前提。

圈养
（动物学的角度） 动物居住在人造的栖息场所，并主要或部分依靠人类照
顾的状态。

安乐死
采用导致并发性意识丧失和令中枢神经系统停止运作的方法，人 道、
无痛且不痛苦地终结生命的过程。
实地保护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和物种栖息地直接帮助物种长期生存的保护工 作。

碳足迹
由于特定的个人、组织或社区的全部行为，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的量
。
饲养收集计划
机构性、地区性或全球层面的战略性的计划程序，目的是识别并优选出适合
人类干 预、照顾的物种门类。选择依据为相关物种的保护价值和教育价值，
以及人类为其 提供恰当的照顾的能力。制定饲养收集计划时要展望机构未来
，还要考虑机构的资 源和局限性。
气候变化
全球性或地区性气候模式的变化，主要源于使用矿物燃料导致的大气中二氧
化碳含 量升高，致使地球气候系统出现混乱的变化状态。
物种保护
保护物种自然栖息地种群的持续性（ WAZA 定义）。

基因组资源库
品种繁多的物种生物样品，尤其是配子（卵细胞和精子）的遗传 信息资料
库。
基因组学
基因的识别与测绘，以及研究基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环境的科 学。
栖息地碎片化
栖息地的消失或劣化，导致曾经连成一片的区域被分割成了孤立的 碎片；
这种栖息地有可能只够容纳已经缩小的种群，还会受到边缘 效果和微气候
变化的影响。
水平扫描
系统性的检查，以发现处于当前的思维和规划边缘的潜在威胁、机会 和
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发展。

保护繁殖
为物种保护而在物种自然栖息地之外并且在人为照顾条件下繁殖动物的
过程。
保护結果
在人为照顾下或者在野外取得的，在物种层面和（或）栖息地层面的定量、定
性和
（或）用其他方式表示的物种保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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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汇编

一体化的物种保护
与自然范围之内以及之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联，并考虑到各
个 利益攸关方的物种保护项目。

转移
为了放归，把有机个体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刻意转移；目的是在 种群、
物种或生态系统层面产生一个可测的保护效应。

入侵物种
与当地物种争夺空间与资源的物种，常为有毒或引入物种
。

動物園
其中生活着野生动物和其他物种的永久性设施，是向游客开放的经营场 所。

一体计划法
一体化的物种保护计划制定过程，从计划制定之初就考虑到该物
种 处于所有条件下、所有管理状态下的全部种群（包括自然分布
范围 之内或之外的），令所有责任方参与进来，并使用所有可得
资源。
集合种群
由空间分隔开的多个相同物种的种群，通过将其中一个种群转移
到 另一个种群的所在地，进行种群间的互动。
集合种群的管理
通过诸如在野生种群与人为照料的种群之间进行个体交换或配子
交 换，对多个（局部）隔离的同一物种的种群进行管理。
现代化的动物园或水族馆
力求达到高标准的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和环境教育的当代动物园
或 水族馆（定义见本术语表）。
种群的碎片化
当居住在野外的动物群体与同物种的其他群体分离，并不再具有
产 生基因流的联系时；其成因常为栖息地的碎片化。
保护区域
一片明确定义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定的或其他有效方式得到承认
、 专用和管理以实现长期的自然保护，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生态系
统服 务功能和文化价值。
分布范围
某个物种的分布区域
。
放归
将某个物种恢复到它从中消失的自然分布区。
谱系
动物个体的出生、死亡、遗传学关系以及其他生物学数据的详细
记 录；对其进行分析时，可以进行种群管理。
供应链能动性
多个组织团结起来对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施加可观的影响力，以
获 得更加广泛的物种保护效益。
可持续性做法
降低消极的环境影响，并加强生态和社会效益的行动。

加州秃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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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
我们非常感谢，在 2013 年 10 月 13 至 17 日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办第 68 届 WAZA 年会和技术会议期间，以及在 2014 年 11 月 2 至
6 日于印度新德里举办第 69 届 WAZA 年会和技术会议期间，超过一百位与会者在研讨会上的分享。我们也真诚地感谢那些参加了
2013 年 5 月由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主办的，和 2014 年 5 月由德国莱比锡动物园主办的 WAZA 保护策略修订研讨会的与会
者。我们还要感谢下列不辞辛苦地审核这篇《策略》各个草案的人们。这些同事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意见和信息，他们的
能量和热情更是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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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robe Matthias

W

Judy Mann

Reinschmidt Peter

Sally Walker

Tiit Maran

Riger

Pam Warfield

Yolanda Matamoros

Terri Roth

Jason Watters

Elyse Mauk

Alex Rübel

John Werth

Michael Maunder

S

Robert Wiese

Pati Medici

Myriam Salazar

David Williams-Mitchell

David Mellor

Kristine Schad

Roland Wirth

Yara de Melo Barros

Christoph Schwitzer

Z

Lance Mille

Adrián Sestelo

Bill Zeigler

R. Eric Miller

William Spitzer

Merel Zimmermann

Jo-Elle Mogerman

Miranda Stevenson

Don Moore
Dave Morgan

Barbara Jantschke
Jörg Junhold

德国莱比锡动物园
参加于 2014 年在德国莱比锡动物园举行的 WAZA 保护策略修
订研讨会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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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照片鸣谢

照片鸣谢

温哥华岛土拨鼠
版权所有： Ollie Gardner

山地大猩猩，卢旺达
版权所有： Karim Sahai Photography
棉顶狨
版权所有： Stephanie Adam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大猩猩医生组织
版权所有：大猩猩医生组织 / www.gorilladoctors.org

莫桑比克卢任达河上的落日
版权所有： Susan K. McConnell / www.susankmcconnell.com
肯尼亚马赛马拉
版权所有： Masai Mara, Kenya

马达加斯加的造林工作
版权所有： Susie McGuire 保护融合组织
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 SAFE ） 版权
所有：北美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非洲象，波兹瓦纳
版权所有： Ben Neale, Gallery Earth Photography / http://
galleryearth.com.au

海洋联盟在标记鲨鱼
版权所有： Renee Bumpu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毛里求斯红隼
版权所有： Gregory Guida

细纹斑马
版权所有： Tyrel J Bernadini ，细纹斑马基金会

卡拉哈迪跨境公园
版权所有： Nicole Gusset-Burgener

马里亚纳群岛鸟类保护区
版权所有： Hannah Bailey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非洲企鹅
版权所有： Jonathan Heger

非洲野狗的粪便
版权所有： Marion L East & Heribert Hofer

猩猩
版权所有： Joel Sartore, Photo Ark

吸血昆虫
版权所有： Christian Voigt ，德国柏林野生动物研究所

“ 为环境团结起来”项目 版权
所有： Michelle A. Slavin

獭狸
版权所有：莱布尼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 IZW ）；沙巴林业局
（ SFD ）；沙巴野生动物署（ SWD ）

长颈鹿舍的绿色屋顶
版权所有 :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动植物园

棉顶狨研究项目 版权所有
： Lisa Hoffner

动物园粪堆
版权所有：美国华盛顿州伍德兰公园动物园

扬子鳄
版权所有： Webitect | Dreamstime.com — 扬子鳄照片

太阳能电池板
版权所有：奥地利维也纳动物园

海狮展馆
版权所有： David Merrit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动物园

墨尔本动物园的蝴蝶馆 版权所有：澳大利
亚维多利亚州动物园联盟

西部水龟
版权所有： Michael Durham ，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动物园

手机图形
版权所有： Stephanie Adam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美国野牛
版权所有： GlobalLP

海鲜观察
版权所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湾水族馆 / PARTNERSHIPS@MBAYAQ.ORG

棱皮海龟
版权所有： Joel Satore

童子军宣誓保护大象
版权所有： Julie Larsen Maher ，美国纽约州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猩猩展馆 版权所有：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动物园联盟

物种保护策略

|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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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

“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之本”运动
版权所有：瑞士，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加氏袋狸
版权所有：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动物园联盟

猎豹毛绒玩具
版权所有： Wild Republic, K&M 国际公司

猫鼬的环境丰容
版权所有： Dale Martin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帆布袋

鳐鱼外科手术
版权所有： Brenna Hernandez ，美国伊利诺伊州谢德水族馆

版权所有： Stephanie Adam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罗德里格斯食果蝙蝠
版权所有： Ray Wilshire ，英国佩恩顿动物园

雪豹节
版权所有： Maya Erlenbaeva

珊瑚恢复项目
版权所有： Mike Concannon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园

黑足鼬
版权所有：美国内政部地质调查局

加州秃鹫
版权所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野生动物园

利莫斯蟾蜍

WAZA 研讨会与会者
版权所有：德国莱比锡动物园

版权所有： B.Gratwicke ，美国华盛顿州史密森尼国
家动物园

榅桲巨蜥
版权所有： reptiles4all

蓝嘴凤冠雉
版权所有： Stephanie Adam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非洲野狗
版权所有： Stephanie Adam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小熊猫
版权所有： Stephanie Adam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
敦动物园
阿鲁巴岛响尾蛇
版权所有： Stan Mays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动物
园
黄条蟾蜍
版权所有： Henrik Egede-Lassen
太平洋海象
版权所有： Julie Larsen Maher ，美国纽约州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

榅桲巨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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