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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虎  生存

20世纪初期，全球约有10万只老

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多样的栖息环境

中，从遥远的亚洲西部里海到俄罗斯

东北部和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然而，在过去不到100年

的时间里，据推测野生老虎种群数量

目前已下降至3200只。几个亚种，如

爪哇虎、巴厘虎和里海虎已经灭绝，

华南虎也可能从野外已经消失。曾广

泛分布的老虎，其栖息地目前下降了

93%，且大多数老虎种群被限制在仅

存的少数几个相互隔离的斑块状栖息

地庇难所中，老虎的生存与未来一片

迷茫。

一、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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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老虎所面临的威胁是众所周知的。

贪婪的偷猎者盗猎老虎和老虎的猎物，

当地居民因担心老虎伤人或为了保护他

们的家畜免受损失而猎杀老虎，老虎及

其猎物所赖以生存的草原和森林被大片

大片地遭到破坏。这些威胁因素以往在

自然条件下并不严重，但近几年却在不

断增强，严重威胁着老虎种群并缩减着

它们的栖息地。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陆地

上最高效的掠食动物，老虎统治着它所

生存的森林。老虎要维护其种群健壮，

需要广阔的栖息地和大型猎物，但同时

老虎的存在也威胁着当地的居民和他们

的牲畜，老虎的野外生存与种群维持面

临着严峻挑战。

虽然老虎濒于灭绝的边缘，但仍

有希望。

近四十年来的老虎保护努力取得

了广泛的知识和经验。我们知道如何保

护、管理和监测老虎和猎物种群，以及

它们的栖息地。我们掌握了老虎相关贸

易的实质，知道人们为什么买卖老虎及

其产品。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利用这些知

识，与合作伙伴合作，应对提升保护意

愿和探寻保护途径的双重挑战，阻止老

虎数量的进一步下降。我们建立了新的

合作伙伴关系和机制，政府的承诺在不

断增加，资金筹措的渠道也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开拓性进展。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要抓住时机

应对危机，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

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老虎生存”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的12年，下一个中

国虎年来临之际，阻止野生老虎数量下

降，并且使野生老虎数量翻倍。

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世界自然基

金会正在动员其庞大网络的全部力量，

在老虎保护关键地区，生物学家正对野

生老虎及其猎物种群进行监测；森林管

护员通过其能力建设和培训参与和实施

老虎关键区的保护工作；金融专家与捐

助者和政府协作，建立新的资金运作机

制进行保护的老虎；政策专家与决策者

合作，制定和倡导科学的保护政策。

扭转老虎的命运，这是我们最后

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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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老虎生存”计

划，是在13个老虎分布国中的12个国家加

以展开，包括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

亚、尼泊尔、俄罗斯、泰国和越南。

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里，老虎保护已

经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些国家中的优

先工作领域，例如在印度，世界自然基金

会的老虎保护工作从1970年就开始了。在

这期间，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专业知

识得到发展，关键伙伴与各利益相关者的

合作关系得到巩固。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联合组建的机构——野生物贸

易研究委员会（TRAFFIC）, 与其基层的

工作伙伴一起专门致力于偷猎和野生动植

物贸易问题。面对偷猎和非法贸易的不断

增加，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必须要做得更

多，探寻新的解决之道。

 

我们的目标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

2010年中国虎年所发起的振奋人心的“老

虎生存”计划，到2022年，下一个中国虎

年来临之际，我们将努力阻止老虎数量下

降，并使野生老虎数量倍增。

也许许多人在问，在这短短的12年
时间里，是否有可能把老虎数量从约3200
只增加乃至超过6000只呢？答案当然是有

可能，但需要对目前已尝试的方法进行大

的变革，深入和强化这些工作。为了在短

期内达到这个目标，这要求所有老虎保护

工作更加不同、更加出色、更加有力度。

关键的是，如果我们不努力，不能改变现

状，野生老虎就会从它们最后的栖息地中

永远的消失。失去这个标志性的物种，这

个今天仍被世人尊崇为神秘和力量的象

征——我们这个日益变小星球上自然和生

物多样性最光辉色彩，这是一个在我们的

注视下我们承担不起的悲剧！只有坚持不

懈的努力，集我们所有智慧和力量，精诚

合作，才有可能阻止这一预测成为真实。

世界自然基金会拒绝让老虎从我们身

边消失。我们宣告：一定要使老虎从灭绝

的边缘回归，并使野生老虎数量倍增。

老虎  生存

二、世界自然基金会与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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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已准备就绪应对保护

老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已经确立

了六条老虎保护战略的关键途径，这将有

助于我们取得更大、更持久的影响力。

  巩固“我们已知的工作”

我们将加强和巩固我们已经实施的工

作。例如，促进当地社区居民与老虎比邻

而居、和谐相处，使用和共享行之有效的

方法如对执法进行监测和监督，在我们所

确定关注的景观区域内投入足够的资源，

并持续我们的工作。

  制定目的明确、可测评的针对性

目标

我们将制定目的明确、可测评的针对

性目标，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扩大影

响，为项目建立责任明确、操作性强的工

作计划，集中资源实现我们的目标。

  使用最新技术提高野外工作质量

当今新兴的科学技术使得世界自然基

金会能在评估和监测老虎以及其猎物和栖

息地等方面做得更好，例如红外相机、卫

星成像这样的遥感技术，帮助我们得到更

多更可靠的信息来进行跟踪监测，减少人

为因素的干扰，及时调整我们的策略。

  深化合作与协作

成功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依赖于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合作伙伴之间有效的

团队合作与协作。我们将不断完善协作能

力，借鉴各方的成功经验，提高我们自己

的工作能力。

  加强保护与实施能力

我们将加强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机构

人员的能力建设，来强化老虎及其猎物和

栖息地的保护与监测。与执法部门合作打

击野生动物偷猎和非法贸易也将是一个关

键策略。

  撬动更大的政治意愿和责任

为了获得真正的成功，世界自然基金

会与合作伙伴需要确保老虎保护能被政府

高层列入优先工作领域，高层政府官员要

为老虎的恢复负起责任。我们已经开始实

施这一策略，我们的工作已在地方、国家

和国际三个层面予以推进。

三、老虎保护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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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种群数量

如果威胁持续存在，
老虎种群将持续减少

2020年目标：
老虎数量倍增
了至少6000只

老虎从中亚地区消失：1970s

老虎从巴厘岛消失：1940s

老虎从不哇消失：1980s

老虎从中国南部消失：1990s

年

野外老虎种群变化趋势

提供最好的机会。

该计划下设三个分目标，以帮助我们

达到总目标：

 

目标1 保护老虎及其猎物和栖息地

到2022年，通过更有力的执法、科学

的监测和充足的资金，来确保世界自然基

金会所确定的12个老虎优先景观区得到有

效管理。

 

目标2 根除非法老虎贸易

到2022年，显著地减少老虎产品贸易

到可忽略的水平，使非法贸易对野生老虎

的生存不再构成威胁。

目标3 提高政治意愿、承诺和资金

保障

从现在到2022年，在野生老虎保护上

确保并持续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与政策支持

及足够的资金筹措。

老虎  生存

四、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生存”计划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生存”计划的

总目标：到2022年使野生老虎数量倍增。

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激

发政治意愿，采取保护行动来实现在未

来的12年里，使野生老虎数量倍增的目

标。这个计划将聚焦世界顶级老虎专家

在全球确定的12个老虎保护景观区，这

些地区能为实现全球野外老虎种群增长

WWF.indd   6 2010.12.8   8:08: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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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是“景观”层面上的物种，它们

需要大面积而又多样性的栖息地环境，没

有人为的干扰，要有丰富的猎物。在它们

所生活的景观区里，老虎在人类及其他所

有野生动物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老虎的栖息地曾经覆盖广阔的区

域，然而它们现在更加破碎化。现今老虎

生存在一些相互隔离的斑块状栖息地中，

其中较大的斑块已被列为优先老虎保护景

观区（Tiger Conservation Landscapes）。

这些景观区有着地球上最为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最贫困的人群、最关键的水

源地和大量的碳储藏。在这些地方进行老

虎保护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着不可估

量的益处，并有助于实现许多国家和国

际的保护职责，如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12个优先老虎保护

景观区将是我们集中关注的地方：

1、阿穆尔－黑龙江地区：中国与俄罗斯

2、卡齐兰加－卡比昂隆：印度

3、塞普达－麦卡：印度

4、高止山脉西麓-妮基里斯：印度

5、大玛纳斯：不丹与印度

6、苏德尔巴恩斯－孟加拉与印度

7、提拉弧状区域：印度与尼泊尔

8、湄公河流域下游森林：柬埔寨，老挝 
     与越南

9、达纳－田纳塞：缅甸与泰国

10、帝帝旺沙山脉：马来西亚

11、苏门答腊中部：印度尼西亚

12、苏门答腊南部：印度尼西亚

在这些景观区恢复老虎种群是我们

的长远目标，这里可以确保老虎种群的安

全和健康，在这里它们可以与人类和谐共

处。集中力量于这些景观区，不仅仅保护

野生老虎，同时也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其

它旗舰物种的保护，如犀牛、大象，同时

还保护如雪豹、远东豹、大陆云豹、马来

西亚云豹、小熊猫、坡鹿、爪哇野牛、武

广牛等我们已经开展工作的物种。

我们将会使老虎景观区保护措施在12
个景观区均得到实施。这是一个整体的、

多学科的和跨国境的保护途径和措施，它

也是直接的、战略性和针对性的。在周密

计划的基础上，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增加老

虎数量，同时也考虑人类发展的需要。与

合作伙伴一起，通过战略性的干预措施进

行土地利用管理，同时满足老虎和人类都

共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需要。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五、老虎景观区保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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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需要广阔的领地来维持地区内其

健壮种群的群间交流（称为集合种群），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自然基金会选择在景观

区层面上开展工作。一些区域的生境比另

一些区域更适宜老虎的需要，具有更高的

猎物密度，也有利于老虎的繁殖。世界自然

基金会称这些区域为“老虎核心区”（Core 
Tiger Areas，CTAs），类似于其他定义的核

心繁殖区和源头区。

这些“老虎核心区”，至少有25只具

有繁殖能力的老虎，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老

虎保护优先景观区的心脏，使得繁衍的老

虎扩散、迁移到景观区的其它地方，是景

观区老虎保护成功努力的基础，需要实施

严格的保护措施。

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以下区域应

作为最优先的投资保护区域予以监督和

保护。我们正在集中各方的努力于这几

个世界上老虎密度最高、数量最多的老

虎核心区，它们是位于印度的卡齐兰加

（Kaziranga）、科比特(Corbett)、干哈

（Kanha）老虎自然保护区，尼泊尔的

奇旺（Chitwan）国家公园，马来西亚

的丁明歌（Temenggor）森林保护区。

还有几个值得保护的“老虎核心区

扩延区”(Core Tiger Area Extensions)，其

与老虎核心区相连，拥有相当或更好

的栖息地，可以承载与相邻核心区同

样的虎密度。为这些扩延区提供同等

水平的管理，促使其尽快成为老虎核

心区。老虎核心区扩延区有：泰国的嵋 
翁（Mae Wong）和马来西亚的Balah森林

保护区。

其他的区域并不代表不重要，也有

一些地带被确定为“潜在老虎核心区”

（Potential Core Tiger Areas）。这些地

老虎  生存

六、核心区与潜在核心区

                  ——老虎种群恢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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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老虎大都已经消失了，但仍然

有可能再次成为老虎核心区。坚持不

懈地对栖息地进行保护和管理，恢复

生境、恢复老虎猎物数量，最终让老

虎重新回到这些区域。我们寄巨大希

望于此类地区以便使野生老虎数量翻

番，这里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生

存计划的关键所在。

还有一些地方，如柬埔寨东部平

原，如今仅存少量老虎，无法与其他的

繁殖种群交流，但这些地区也有潜力成

为老虎核心区。将老虎再引入到这些地

区，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对于这样一

个资源需求密集型老虎生存计划，世界

自然基金会将会进行风险评估，只有在

恢复潜力最大的可能下，才会考虑实施

计划。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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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国 达 纳 － 田 纳 塞 （ D a w n a -
Tennesarims）景观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老虎生存计划中12个老虎景观区中确保野

生虎生存和增长最关键景观区之一，以这

个关键景观区为例来说明我们的景观区保

护途径。

大幅地图描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是怎

样把景观区划成具体的管理单元，以便更

好地了解什么是管理所必不可少的。世界

自然基金会正在制定阶段性的措施，以实

现2022年使野生虎数量翻番的目标。两幅

小地图表明的是该景观区的两个不同阶段

工作。

这些地图更好地概括了“老虎生存”

计划所涉及的区域到2022年以及后期所要

进行的活动，首先要集中关注老虎核心

区，这里有着最多具生育能力的母虎并为

该景观区新生虎的源头，这些繁殖区域像

是驱动枢纽，围绕着这些繁殖区是世界自

然基金会老虎景观区所设计的内容。老虎

核心区需要迅速被保障，以保证源虎种群

及其猎物得到保护。老虎核心区扩延区及

潜在老虎核心区的保护工作无疑是下一步

的工作重点，以及那些关键扩散廊道，也

是景观区内受威胁最大的连接带。

达纳－田纳塞（Dawna-Tenessarims）
景观区可说明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生存计

划所包含的整体综合保护途径。阐明世界

自然基金会是如何在国际、区域和景观区

层面资源汇集一处，与合作伙伴一道在这

个景观区北部、南部的大面积核心区和潜

在核心区一起工作，以支持这个区域实现

老虎数量翻一番（TX2）之目标。图中也

强调了作为枢纽维持这一景观区整体的迁

移通道的急迫优先性。

老虎  生存

七、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景观区

WWF.indd   10 2010.12.8   8:08: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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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田纳塞（Tenasserims）景观区“老虎生存”工作基图

田纳塞景观区

Tennaserim Landscape

核心区（Core Area）

核心区之扩延区（Core Area Extension）

老虎综合管理区（Integrated Tiger Management Area）

潜在核心区（Potential Core Area）

老虎栖息地廊道（Tiger Habitat Corridor）

老虎栖息地单元（Tiger Habitat Unit）

老虎扩散廊道（Tiger Movement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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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盗猎  

如果我们要阻止老虎的种群灭绝并恢

复其野生种群，必须对老虎偷猎零容忍。

为此这一景观区内的老虎核心区和其他关

键管理区域，如扩散廊道，必须严格加以

保护。

对于零容

忍不同区域的

机制会不同，

但世界自然基

金会的目的是

确保所有其支

持的区域、森

林管护人员和

野生动物保护

机构都得到设

备、车辆、培

训和运作的支

持。在一些地

区，这些人员

与军队协作打击盗猎，另一些地区实施

社区巡护和建立线人网络，当然这通常

发生在保护区之外。

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支持打击盗猎的

其他活动包括：

  建立有策略意义的巡护体系，这是由源

于举报人和执法巡查月报所得到的信息

来实现的。

  标准化培训所有执法部门，包括森林管

护人员、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军队、警

察和其他相关单位。

   配备关键的基础设备以保证联系顺畅、

行动机动、巡护有效。

   协助当地执法机构发展和维持建设性的

举报线人网络，以收集、传递标准化的

信息。

使用以全球定位

和其他计算机为

基础的追踪系统

为手段的标准化

监测执行体系，

保证信息共享、

信息标准，使每

个保护区每月和

每年提交指标一

致的报告以做到

适 应 管 理 和 以

信息为先导的执

法。世界自然基

金会正在推出电

脑化的执法监测

系统如MIST（信息管理软件工具），

又如印度的M   STrIPES，以支持执法管

理者适应他们的高效、有效巡护策略。

  通过在每一景观区内创建具有献身精神

的高素质机动部门以加强现有能力这

些反应快速的小组，其成员来自多个机

构，将使得保护区内外的保护工作、执

法工作全面铺开成为可能。

  与警察和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协作，

提高对野生动物犯罪检举、起诉的意

愿。

老虎  生存

八、世界自然基金会优先老虎保护景观区的

关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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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虎保护景观区之外要以

社区为基础反盗猎

偷猎者常常发现在保护区之

外的森林偷猎更安全、更容易，因

为那里的防范工作并不严格。在尼

泊尔，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以社区

为基础的反盗猎队伍，包括很多当

地的志愿者积极参与以面对这一挑

战。成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掌握安

全巡护技能、了解保护重要性、熟

悉尼泊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与

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参与者

甚至冒着武装偷猎者的威胁，勇敢

的拘捕他们。例如，2005年5月，

一个巡逻小组拘捕了四名老虎偷猎

者，押送至执法机关予以起诉。这

些单位是为社区自然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管理提供工作位置的最佳实例

之一。

作为策略途径的一部分，我们也有专

家指导我们各国分会及野外办公室，以制

定和实施适宜的计划来支持政府合作伙伴

开展反盗猎和反野生动物走私行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WWF.indd   13 2010.12.8   8:08: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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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保护地管理与能力建设

自然保护地是所有景观区的脊梁，

它覆盖了绝大多数的老虎核心区。因此

任何成功拯救老虎并恢复野生种群的成

功努力都取决于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性，

以庇护老虎和它们的猎物。

世界自然基金会已经确定了12个
优先景观区中的最重要的一些自然保护

地，包括一些知名的国家公园和老虎保

护区，如尼泊尔的奇特旺（Chitwan）国

家公园和印度的干哈（Kanha）老虎保护

区。利用有限的资源，世界自然基金会

已制定阶段性工作计划帮助提高这些保

护地的有效性。我们将与政府合作以确

保参与保护工作的人员掌握技能、使用

相关设备和足够的保护资金。 

与合作伙伴一起，我们正在开发保

护地管理标准系统，这个系统将是一个

工作质量状况的标识，以便于帮助捐款

组织确定最佳投入地点，也可帮助管理

部门检验其保护老虎的能力。

支持柬埔寨东部的保护地

南亚地区存留下来最广阔的天

然落叶林栖息环境位于柬埔寨东部平

原，由于地处偏远、幅员辽阔，是一

个区域性的最大保护地复合体，保

护潜力巨大。这个复合体包括三个保

护地，Phnom Prich野生动植物保护

区、Mondulkiri森林保护区和Lomphat
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与越南的Seima森
林保护区和Yok Don国家公园相邻，

呈现的是一个近1500000公顷多种保护

地复合性连片核心区。

200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刚开始支

持时，Mondulkiri地区只有4个尚无法

使用设备没有技能的护林者，今天这

里已经有了33名技能相当的护林员，

邻近的Phnom Prich地区 有31名。所有

这些经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培训的

人员装备了通讯工具、野外装备、摄

像器材、GPS装置。他们都经过多种

技能、知识的培训，包括执法政策、

法律、急救、野外巡护、野生动植物

的辨认。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两个保护

区内还建立了10个永久性野外观察站

和4个次级观测站基本通电通水，为

使护林员和社区巡护员做到有效的适

应型管理，通过专门的数据库来监测

他们的保护活动。多部门机动执法小

组对野外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重点

在省级层面上打击的野生动物非法交

易，还有一位律师及时在起诉方面提

供帮助。

老虎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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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工作 

老虎、猎物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和

管理，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居住在老虎分布

区及周边社区的支持，他们的居住地邻近老

虎栖息林区，也依赖于森林生存，直接与老

虎有着资源上的竞争。为保证老虎生存于这

些地区，必须为当地社区找到资源管理的解

决方式。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要与关键老虎

景观区内社区一起工作，帮助他发展适宜的

生计，以降低当地居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

提高他们对保护的支持。

当地社区支持的关键廊道恢复

尼泊尔Terai Arc 景观区的Khata
廊道是仅有的一小块连接该国Bardia 
国家公园和印度Katarniaghat野生动植

物保护区的林地，这个连接带为老虎

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扩散通道。然而到

2001年时，这个廊道的植被已严重退

化，进一步退化就会导致两个保护地

区彻底隔离，由此会限制老虎在整个

景观区的活动。

当地社区是自然资源真正的操

作者，他们对这些资源的可持续保护

是至关重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社

区的参与下，共同启动了一个森林恢

复计划。世界自然基金会促进了把退

化的林地移交给当地社区管理，并支

持他们在闲置地上种树、控制放牧和

烧荒以促进森林自然再生。同时世界

自然基金会也实施了一些活动提高当

地社区居民生计和生产收入、减少对

森林的依赖、鼓励使用沼气等替代能

源、改进柴灶、建设小区域灌溉系统

以及社区基础设施。为了保证项目的

可持续性，世界自然基金会建立社区

乡规民约等支持当地的能力建设，已

持续这些努力，同时还提供管理和技

术方面的技能培训。

这些努力使Khata森林得到了显著

改善，2001至2009年对比表明，森林

质量和范围都得到提高。森林质量和

覆盖率的增加已使得Khata林带成为一

个野生动物利用的廊道，老虎足迹随

处可见。摄像机捕捉摄影确认了多只

老虎，显示了Khata林带在尼泊尔和印

度两个保护地之间已具备了老虎扩散

廊道的功能。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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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各国的分支机构和野外项目实施机构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各国的分支机构设立在老虎分布国的首都，提

供高层政策支持和中央职能建设工作。野外项目实施机构设在重要的

老虎保护景观区，与当地的州、省、县合作伙伴合作，开展实地保护

工作。

Tigers Alive Landscapes
阿穆尔-黑龙江地区：中国与俄罗斯

该区域跨越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主要由红松

和柞树混交林构成，为东北虎及其猎物提供重要的栖息地

环境，同时也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和生计来源的森林。非

法采伐树木是这一区域老虎生存所面临的的主要威胁。世

界自然基金会正致力于通过建立一个连续、受到良好保护

和管理的栖息地来保证老虎数量的增加，当然也包括建立

一些自然保护区和跨国境保护区来实现这样一目标。

卡齐兰加-卡比昂隆：印度

该区域位于印度的东南部，景观区内有一个大规模的

自然保护区网络来保护孟加拉虎和其它野生动物，如印度

犀牛和亚洲象。这里老虎保护面临的挑战包括：由人虎冲

突而引起的报复性猎杀、偷猎老虎猎物、缺乏充分的基础

数据、自然保护区外森林的保护工作不足、非法野生动植

物贸易、以及当地社区对保护工作不够支持。世界自然基

金会正在与阿萨姆邦森林管理部门、Karbi Anglong自治区

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共同工作来解决这些

问题。

塞普达-麦卡：印度中部

该景观区位于印度中部，拥有一部分该国最好的老虎

栖息地和著名的老虎自然保护区，如Kanha老虎保护区，

这里生活着印度30％的野生老虎，占全球野生老虎种群的

13％。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退化、当地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偷猎老虎及其猎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目标是在塞

普达-麦卡地区和Kanha自然保护区间建立生态廊道，并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打击偷猎行为。这些目标将通过在生态廊

道的森林中实施保护措施和部署有责任心的流动式反盗猎

小队来实现。

高止山脉西麓-妮基里斯：印度

该景观区位于印度南部，由印度的几个质量最好、

连连续的老虎栖息地组成。这个景观区是最佳保护地的代

表，能够使得老虎数量在不久的将来显著增加。但其仍然

面临挑战包括：人类活动的增加、偷猎、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的旅游都危及着老虎种群的繁殖并使其栖息地的破碎

化。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支持政府相关部门的能力建设工

作，开展反盗猎活动，通过加强各邦间的合作和政治促进

来加强法制机制，并通过政策呼吁来解决不适宜的基础设

施建设，制定社区保护制度。

大玛纳斯：不丹与印度

这个广阔的“老虎友好型”景观区位于玛纳斯世界遗

产中心，与不丹和印度的阿萨姆邦比邻，它一直延伸到不

丹高地，在那里也栖息着老虎和雪豹。在良好的保护状态

下，老虎可以自由自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里我们的主要

职责是协调管理以直接贡献于老虎保护，通过可靠的基础

数据来掌握老虎和猎物种群状况，提高玛纳斯老虎自然保

护区和Ripu-Chirang森林部门的保卫能力，引导当地社区

参与保护并从中受益，积极促进印度和不丹政府机构之间

的跨界合作以实现保护老虎的目的。

苏德尔巴恩斯：孟加拉与印度

苏德尔巴恩斯景观区位于孟加拉湾的低洼岛屿群，绵

延于印度和孟加拉两国，并以其独特而广阔的红树林和孟

加拉虎而闻名。老虎在这里拥有很好的生存环境，猎物非

常多样化，包括鱼和甲壳类动物等等。但是因气候变化海

平面上升，不断积聚河口三角洲的的淤泥在减少，威胁着

这块景观区。同样人类与老虎的冲突、盗猎老虎及其猎物

也是大问题之一。为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探索解决方法，发

展三角洲的新“愿景”需要进行政策呼吁。缓解人类与野

生动物冲突，改善当地社区的生计等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

这里开展的一些项目。

WWF老虎生存景观区

其他老虎景观区

WWF老虎项目实施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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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s Alive Landscapes
提拉弧区域：印度与尼泊尔

提拉弧景观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从尼泊尔

巴格马蒂河以东一直到印度的亚穆纳河以西地区。其革

新性的保护措施曾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恢复孟加拉虎、亚

洲象和印度犀牛的典范。然而，老虎生存的威胁仍然存

在，其中包括偷猎、人虎冲突和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该区域的主要工作包括：建立社区发

展计划、通过实施赔偿方案缓解人虎冲突、反偷猎、加

强执法和宣传、确保老虎生存的核心区和关键廊道不受

破坏与影响。

湄公河流域下游森林：柬埔寨，老挝与越南

该景观区中绝大部份森林在柬埔寨境内，小部分区

域在老挝和越南境内。最近的调查显示，现在这个景观

区内已不可能有很多老虎的繁殖种群存在。然而，这里

广阔的栖息地和低密度的人口对老虎保护仍是独一无二

的机遇。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可以通过重引入来

进行老虎种群的恢复。自2000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

一直竭力推动柬埔寨东部平原的野生动物恢复区。野外

监测资料表明，老虎猎物恢复速度很快。为此世界自然

基金会即将在老挝南部也开展此项工作。

达纳-田纳塞：缅甸与泰国

绵延泰缅边境广袤的森林，崎岖的荒野，这个景观

区供养着世界上最大的老虎种群之一。然而，农业发展

导致的老虎栖息地丧失，无节制的乱砍乱伐和基础设施

建设和偷猎均对老虎构成威胁。自1993年以来，世界自

然基金会在该地区发挥了关键作用，持续引导合作伙伴

共同工作，确保这一全球独一无二的区域能够被永久保

护。

蒂蒂旺沙山脉：马来西亚

蒂蒂旺沙山脉是马来半岛上最长的山脉和最大的

国家公园，分布着该国最大老虎种群，另一个是Greater 
Taman Negara 景观区。该区与泰国的Hala Bala森林相

邻，那里栖息着泰国南部绝大多数的老虎种群。盗猎仍

是保护工作的主要威胁。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主要在

新创建的皇家Belum国家公园和丁明歌（Temenggor）森

林保护区—一个支撑着可观的野生老虎种群的生产性林

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目标是使马来丁明歌地区成为第

一个老虎自然保护区。

苏门答腊中部：印度尼西亚

跨越苏门答腊岛的中心地带，这个景观区与Kerinci 
- Seblat国家公园相接，绵延至Bukit Tigapuloh国家公园

和廖内省的低地泥炭沼泽森林，碳储藏丰富，是世界上

最大的老虎自然保护区之一。这里存在的巨大威胁是由

于种植棕榈和造纸林开垦而造成的森林退化。世界自然

基金会正监控林业犯罪、鼓励造纸林场主实施森林友好

的种植模式，深入到当地社区支持政府机构实施并贯彻

执行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

苏门答腊南部：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南部富饶的热带雨林对苏门答腊虎的生

存至关重要，同时也是苏门答腊犀牛和亚洲象的家园。

在这里，盗猎和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是老虎生存的主要

威胁。世界自然基金会正通过培训、设备和资金来支持

反盗猎队伍，并与当地社区紧密合作，以减少人类与野

生动物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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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虎冲突的缓解

老虎密度增加有可能是其种群的

恢复，或因可用栖息地的丧失、缩小，

老虎与人类的冲突频繁发生，出现伤及

牲畜，攻击人类的情况。为了减少这些

接触和停止对老虎的仇杀，就要更好的

支持社区老虎保护工作，世界自然基金

会启动牲畜管理、紧急补偿、及保险方

案。我们的目标是使野生老虎数量翻

番，为了未来物种的恢复而寻求人虎和

谐共存的关键解决方案。

缓解人虎冲突

在印度有许多社区地处老虎保护区域周

围，他们的生计和收入主要依靠牧畜

养殖。对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失去牲畜

往往意味着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当牲

畜被老虎杀死，老虎就也会遭到捕杀。

政府干预是解决这个危机的一个方案，

给农民提供补偿。这种干预办法通常是

缓慢的，不能及时地给予农民补偿金。

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就必不可

少，可以迅速处理，以避免对老虎的报

复行动。

于199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印

度科贝特老虎保护区启动了牧畜补偿计

划。计划将提供补偿金给那些牧畜主，

并及时发放。通过一个当地的非政府机

构将补偿金在冲突发生的24至48小时内

发放到农户手中。预警巡查员将监督、

防止老虎被报复性地捕杀，防止尸体被

掩埋、焚烧，防止投毒（农户厌恶老

虎，有时就把投过毒的牧畜尸体当作诱

饵以捕杀老虎）。

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避免人

类因老虎而死亡的防御工作，不要这种

悲剧发生。当不幸发生时，我们提供基

金支付给受袭击的遇难者亲属，帮助殡

葬及其他所需。

由于这些工作在科贝特的成功运

作，这种做法已经扩展到了印度的其他

老虎保护区。

老虎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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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虎及其猎物的跟踪监测

世界自然基金会用科学的办法告诉我

们在哪里以及如何工作，我们正在依此而

行做到更好。我们会在保护区、社区和景

观区监控老虎及其猎物水平，以不断评估

和调整我们的计划，确保在世界自然基金

会支持的老虎保护核心区野生老虎数量的

增加。  

在区域中监测老虎密度有多种形式。

我们所有的方法，遵循协定的国际标准。

这样，我们的监测结果就可以在不同的景

观区进行类比，就可以跨越国界的、在不

同组织之间进行经验教训的分享。

在多数区域中，我们用摄像机陷阱拍

摄老虎，确定其个体独特的条纹图案。在

一些地方，我们还带领经过特殊训练的狗

来寻找老虎的排泄物，进行DNA传导分

析来确认老虎个体。监测工作的开展始终

基于我们与政府同仁及其他参与方的密切

合作，包括本地的、国际的保护组织。

 

科学地保护老虎也帮助我们实施发

展我们的各项方案。例如在尼泊尔，我们

使用无线电项圈跟踪被选老虎，监测它们

如何在老虎核心地区和景观区内的廊道移

动。这些信息将帮助我们更有效的管理廊

道。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非常破碎的

景观区中，我们一直在研究老虎是如何利

用不同的地域来生存。在马来西亚，我们

正在监测生存在商业林区域中的老虎，了

解他们在保护区外的生存状况。

充满挑战的景观区的老虎监测

和研究

在苏门答腊中部的Riau (廖内 )
省，大型油棕种植园和纸浆用经济林

的森林开发批准，迅速摧毁了老虎核

心区和其廊道。研究发现老虎生存在

这里面临的独特挑战。突显两个关键

问题：如何有效保护老虎核心区，以

及老虎如何利用这片由人类主宰的景

观区来生存？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景观区设立了

两个监测系统--- 在三个核心区进行摄

像陷阱监测（包括Tesso Nilo国家公园,
结果显示老虎数量稳定增长）以及在

整个景观区内的技术监控。这两种技

术也被用于评估在景观区内老虎对广

阔土地的利用，它们冒险进入的非天

然森林栖息地的范围。一个“发生概

率”地图，帮助我们研发对于管理大

规模种植园的指导方法。这些指导方

法可以就土地管理方式、种植园的开

发与使用等层面引导他们，在他们的

种植园区域与老虎保护核心区进行最

有效地保护工作，以保护老虎通道， 
保持其健康的种群繁殖。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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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栖息地管理和景观区的联系

老虎需要大量的猎物而这就有赖于高

品质的栖息地，那些猎物才能茁壮成长。

维系高品质的栖息地，对老虎的生存至关

重要。人为干扰，放牧，砍伐或侵入性物

种等因素导致所有的景观区栖息地退化，

在一些关键保护区尤为严重。世界自然基

金会与当地伙伴合作，努力消除这些阻碍

因素来促使老虎数量的增长，并实现猎

物、栖息地的恢复。我们还与科学家和管

理人员共同制定栖息地计划，努力使保护

区域的恢复成为可能。

栖息地的相互连接，是长期保护工作

中最重要问题。老虎需要扩大其生存空间，

但它们的栖息地却变得越来越分散，越来越

不适宜其生存。世界自然基金会将每一个老

虎关键景观区做了细致的绘图，包括那些将

对老虎栖息地产生破碎化影响的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和方案。使用这些地图进行有策略

的干预，世界自然基金会以明确的方法来确

定、投资、保护关键廊道，保护老虎廊道的

倡导者在考虑空间规划方法，寻求经济和社

会激励的办法以保护这些广袤的森林，并保

持区域间的连接性。

老虎  生存

WWF.indd   20 2010.12.8   8:09:03 PM



21

世界自然基金会意识到，在很多拥有

老虎生存区域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

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因此，我

们提倡“智能”和“绿色”的基础设施建

设的做法。这种做法确保了道路合理的规

划，等等，做法吸纳考虑了老虎廊道、栖

息地的联系的需求，促进了保护老虎和其

猎物的工作。智能绿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最

终解决了保护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使

得当地不可避免的发展不再阻碍老虎的保

护工作。

中国东北的森林认证

老虎经常从俄罗斯跨越边界进

入中国东北地区，那里的大片森林为

老虎种群恢复提供了潜在的资源。然

而，当地森林的现状是，草料匮乏，

猎物短缺，通常是茂密的森林里没有

老虎的猎物。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在

与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努力，推

动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认证。在2003
年和2005年，该地区的前两个示范点

获得了FSC认证证书。

到2009年，FSC被政府，科研院

校和林业行业广为接受，中国东北一

百万公顷以上的森林被认证。未来

几年将有更多的森林被FCS认证，由

此，提升老虎猎物种群增加的机会，

使猎物种群有了回升至正常水平的可

能，可以诱使老虎进入该地区。我们

与合作伙伴协作，如伐木行业，执

行“老虎友好”森林管理的准则，以

指导如何更好地为了老虎和其猎物的

生存，而管理FSC认证的森林。

通过法律干预维持老虎廊道的

完整性

Chilla-Motichur廊道连接着恒河

与Rajaji国家公园两侧的森林，位置

处于印度的Terai Arc(提莱弧地区)景
观区西部大部分的边界线上。这个狭

窄的廊道是大型哺乳类动物在森林之

间迁移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地带。

一条繁忙的国家高速路和一条

铁路轨道穿廊道而过，一个军队军火

库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印度政府正在

搬迁这个军火库。但是，高速路和铁

路，仍然严重阻碍了动物自由迁移。

一个扩建高速路的决定威胁了廊道，

但是，一些保护组织对政府进行施压

工作，两个用以解决这个矛盾的补救

措施被提议--- 为车辆搭设800米高架天

桥，为动物建设100米的天桥。如果措

施迟缓将导致廊道的永久性中断。世

界自然基金会与伙伴组织竭力游说，

但政府机构仍然反对搭设高架桥。经

过一番激烈的法律辩论，印度最高法

院给出了赞成为车辆建设高架桥的裁

决，从而保护了Chilla-Motichur。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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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找到解决当地问题的创新方案

世界自然基金会需要大范围、有规模

的，具备战略眼光的、以景观区为基础的

老虎保护工作，这是很好理解的，工作的

每一个部分都需要集中的长期投资。要停

止猎杀老虎，维持其猎物种群，恢复高品

质栖息地，确保当地社区不与老虎发生冲

突，都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

案与充足的资源投入或可持续的资金提供

息息相关。

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每一个景

观区安排员工从事长期的工作，以促进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的实施。这些人员的工作

常常是确保政府项目的进行，如沼气灶的

提供，策略区域工作的实施，或寻找那些

有意愿建立保护老虎和其猎物奖励金的生

态旅游企业。创业技能的武装，工作人员

寻找伙伴与机遇以保证景观区工作的顺利

进行。很多时候，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职能

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证明，本地参与者

也有信心、知道如何自己实施保护工作。

与当地参与者密切合作，激励他们保护老

虎，即使他们可能不是专业的从事保护工

作的人员。

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猎人的合作
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东北虎生存

区域与俄罗斯的狩猎地带相重叠。在

狩猎地带，老虎的主要猎物如鹿和野

猪，猎物的密度直接关系着老虎的

密度。密度较高的猎物帮助老虎和猎

人。自2004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

一直在典型的狩猎地带工作，协助加

强管理计划的实施，为护林员提供培

训和设备，有蹄类？矿物，翻耕觅食

领域，拓宽有蹄类动物的觅食地。结

果显示，在五年的时间里，有蹄类动

物的数量增加了两到三倍，有利于这

个地带的老虎数量的翻番。这种成功

方法，已经在约250万公顷的东北虎

栖息地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相当于

15%的俄罗斯老虎领域范围。

老虎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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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猎和贩运老虎是该物种生存的主

要威胁。如果不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那么

野生老虎数量将持续下降并无法挽回。打

击偷猎行为，减少虎骨及其衍生物品的需

求，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重要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特别在老虎分布地区

和消费国设立办事处和TRAFFIC项目—努

力消除贩卖老虎及其衍生物的非法交易。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到2022年，这种非法贸

易达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水平，对野生老虎

种群不再能够构成威胁。

消除非法老虎贸易，必须通过不同目

标的群体和利益相关联者共同进行干预，

结合各自措施进行解决。这些干预措施集

中在：

贸易调查：收集非法贸易信息，买卖老虎

的供应链，那些提供老虎及制品给最终

买家的商贩，利用这些信息、干预措施

帮助目标的实现。

执法力量的支持：与执法机关、司法机

关、起诉人合作，通过人员培训，能力

建设等等工作，以确保为诉讼提供有效

的情报依据。

宣传：影响政策制定者，为保护老虎确立

强有力的政策和法规，为有效贯彻、执

行相关政策提供足够的资源来配合。

九、消除非法虎产品贸易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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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调查

TRAFFIC的调查活动的目的是针对

整个贸易链、不同贸易群体、参与者进行

的。从景观区的偷猎者开始着手，再到本

地中间人、进而到高

层的商人，最后直至

零售商。TRAFFIC进
行策略研究和市场调

查，监督执法工作（

缉获，逮捕和起诉）

，并跟踪消费需求趋

势。重点集中于世界

自然基金会的12个保

护老虎优先景观区，

重要的贸易中心和

运输路线，包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

泰国，老挝，越南，金三角（缅甸东北部，

泰国，老挝，中国），南亚的贸易渠道（印

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东南亚和

俄罗斯远东地区，往往通过过境运输，到

达最终客户市场。结合这些情况的掌握与

执法机构共同采取行动，打击从事非法老

虎贸易的犯罪者。公开战略结果和分析材

料有助于激发政治意愿，提高执法能力、

工作积极性及工作效率。

执法支持

老虎分布国及政府机构在对抗、打击

非法老虎贸易而实施有效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时，因缺乏力度而显现的力不从心。此

外，野生动物犯罪手法不断变化，他们的

犯罪技能和知识也在不断加强。缺乏政治

意愿、资金资源，各个机构间和各政府间

缺乏合作，都是无法有力实施法律制裁的

因素。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老虎，重要的

是在老虎分布涉及的国家和老虎产品消费

国，提高野生动物法律的执法能力，使其

能在老虎景观区打击犯罪集团的工作中发

挥作用。作为一种足够的威

慑力，犯罪调查和一些有效

的对偷猎和贩卖老虎及其衍

生物犯罪的起诉必须增强法

制力度。

我们将在虎分布国加大

支持力度促进执法和司法机

构的能力建设。我们将继续

与起诉人、司法机构合作，

协助开发典型案例进行起

诉，鼓励各国政府建立专业化队伍，在各

个机构建立野生动物的执法单位。更重要

的是为各国政府提供支持，改善国与国

之间对于打击跨界走私犯罪的合作，包

括未来各地区的野生动物执法网络的发

展，如东南亚国家野生动物执法网络联盟

（ASEAN WEN）和南亚野生动物执法网

络联盟（South Asia WEN）。

提倡

执法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强有力的政策

和法规。虎分布国和消费国的政府必须明

确，要坚持不懈地打击老虎偷猎与贩运，

通过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与国际相

关的公约，如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

（CITES）物种公约。为执法机构提供充

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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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减少对虎产品的需求  

努力打击老虎偷猎和贩运活动，需要

通过“抵制运动”来减少对老虎制品的需

求。根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来引导

消费者，从不同的消费角度、消费观念、

消费范围层面来减少对老虎及其衍生物的

需求。需求来源包括：

·在中国和俄罗斯虎皮用于服装或艺术

品；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老虎牙齿和虎

爪作为奇珍异宝被买卖；

·中国、越南和散居在全球的亚洲人使用

虎骨制作传统医药；

·一些国家食用虎肉。单一单位的解决方

案未必能适合另一个单位的需要，故

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信息广范围大

的战略。

加工后的虎制品的需求，导致出现

了人工养殖场所（老虎农场）和一些管理

混乱的动物园，主要涉及中国和东南亚地

区。从这些非法贸易的缴获品来看主要来

源涉及，如虎骨酒，滋补品，老虎肉等。

由于对老虎制品及其衍生物的需求，导致

野生老虎种群受到威胁，只有实施战略管

理减少需求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TRAFFIC有着消费者行为为基础的

丰富知识，推动了在中国，印度，越南和

亚洲其他地区的运动，目的在于提高人们

抵制老虎制品的觉悟。越南政府最高层达

成共识组织运动联盟，专门针对主要市

场领域中的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来宣传

抵制对老虎制品的需求，不要消费非法

的野生动物。促使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

（WFCMS）和在中国的传统中医药大学

（TCM）参与到停止使用老虎器官入药

的活动中，展现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与

这些伙伴合作起到的作用是，进一步孤立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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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非法老虎贸易的小消费团体和得益于

此的企业。TRAFFIC的减少需求报告，为

应对竞争需求（见www.cites.org/common/
cop/15/inf/E15i-46.pdf），与成功的世界

银行经济学家联合撰写，我们清楚的认识

到与伙伴和CITES合作，对复杂的市场进

行广泛分析的重要性。

我们的研究和知识，与职能相结合，

来更好地实施这个独一无二的运动，以解

决“需求“问题。迄今面临的抵制活动需

要策划、协调相一致，因为涉及到规模多

样、超强度、不同方面的工作。因此，我

们发展“整体需求减少”策略，包括抵制

运动目标，在中国和越南的老虎制品重要

目标市场的消费者，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华

人社区，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关键策略参

与者包括WFCMS，其75个国家的157个成

员，以及中医药大学、企业和有影响力的

社会团体。

“减少需求”工作成功的关键来自，

执法工作中的情报信息，政治意愿、政策

推进，三者相辅相成。因此，我们借政府

高层其职责义务之力，促进沟通以提高政

治意愿，法规的执行和惩处打击非法老虎

贸易与消费。

尼泊尔控制老虎贩卖活动

尼泊尔已被确定为老虎制品

非法贸易的来源国和过境国，从南

亚到西藏自治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地

方。虎皮被用于传统的藏族服饰，

虎骨用于传统医药和滋补品，以及

其他大量的非法野生动物制品从印

度和尼泊尔的老虎保护区运送出

来，他们经由加德满都或其他地方

的中间商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偷运。

在尼泊尔建立一个强大的野生动植

物贸易控制方案，并与印度和中国

共同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尼泊尔政

府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信息举报人，

建立举报信息网络。这种支持已显

成效，协助尼泊尔执法机构查处了

几个犯罪团体，逮捕数名臭名昭著

的野生动物偷猎者和非法商贩。

世界自然基金会还积极为司法

部门和执法机构组织培训，包括警

察和海关官员， 多方面培训如何打

击野生动物犯罪以及野生动物贸易

法。2010年5月在加德满都与南亚国

家协商，取得了突破性的一致意见

后，我们与南亚各国政府共同履行

南亚野生动物执法网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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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老虎保护必然是占

主导地位的，以确保其最后的、剩余的

野生种群在存留的有限栖息地内得到保

护。从长远来看，该计划将恢复12个世

界自然基金会优先景观区，使老虎重返

家园。在未来12年要达到野生老虎数量

翻番的目标，2022年恢复完整的森林景

观区。这些景观区受到的主要威胁是，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栖息地农业

开垦的加剧，林业和其他形式的土地开

发。开垦一旦付诸实施，这些景观区将

极不容易再度恢复。因此，现在，我们

必须努力保留。

我们不可能投入同等资源去保护整个

景观区域中的一个老虎核心区。因此，在

景观区这一层次上，我们的工作是，做到

尽可能的起到广泛的影响，集中于保护广

阔栖息地的完整性的工作要优先于某一个

老虎核心区的保护和监测工作。

作为第一步，老虎栖息地的需要应考

虑在发展规划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展“

老虎过滤器”计划，共享计算机基础系

统，共享老虎保护最佳模范区域信息，从

而指导这些地区的保护老虎计划或土地用

途、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等工作。这种方法

可以提供给国家和国际发展组织和大型企

业，在计划、战略规划和当地环境影响分

析中使用。

十一、保卫老虎的家园

                 ——拯救老虎才能保护更多生灵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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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有利于老虎生存和社会发展的

最佳解决方案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权衡利

益和环境代价，但是平衡的最终实现不能

以损害环境为代价。事实上，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可以成为一种载体，对自然资源管

理中的制度和法定机制加以完善，并可以

调节资金的投入，节省资源，否则栖息地

保护就无从谈

起。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必须

考虑老虎栖息

地 的 保 护 问

题，要求这些

项目的服务范

围 应 有 利 于

环境和当地社

区。补偿计划

如从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到保

护基金的转移

机制，一种衡

量项目是否有利于老虎保护的方法。世界自

然基金会正在老虎分布地区为这样的基金建

立合法的机制和试验范例。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12个优先保护老虎

景观区为野生老虎种群的扩张提供保护工

作。如果管理得当，这些景观区同样可以

提供许多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其

中包括洁净的水源，非经济用途的森林产

品，农作物的持续种料和药材（如水果、

坚果、蘑菇、香草、草药），不可缺少的

抗御自然灾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以生态系统服务于

人类的形式，提供

潜在的经济利益，

如可持续利用的资

源和生态旅游。因

此，保护景观区的

自然栖息地，可以

减少贫困，为贫困

人群提供安全的生

存资源网络。因

此，世界自然基金

会为这些景观区的

保护和管理工作调

动资源，为老虎提

供未来的家园。我们据此这样做，这些投

入将具有长久而深远的意义，造福后人。

REDD+项目之老虎的奖励

钱可能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但是，

如果现在我们重视森林的碳存储，那么

森林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这就是被称

作REDD的项目在融资机制背后显现的意

义，或森林砍伐和毁坏造成的排放减低。 
REDD奖励那些为保护森林，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做出贡献的个人，社区，项目和国

家。为确保碳资源保护和森林生物多样性

资源保护基金的实施，提出了名为REDD+
目标的新建议。 REDD+将支持保护老虎

生存的关键森林区域和核心区域之间的廊

道的恢复保护工作。世界自然基金会，世

界银行与其他合作伙伴的长远研究打算，

创新保护方式，老虎保护与碳补偿双管齐

下。由此而颁发的奖金，可能对那些关注

气候变化与老虎保护的人群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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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保护租约

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地区的朝鲜松

森林区域，是东北虎生存至关重要的地

带。作为老虎的家园，这些森林吸收了

大量的炭元素。如果这些森林被砍伐，

那么大量的炭元素就会被释放到大气

中。当地的社区和公司从林子里采集松

子销售。这些松子是鹿和野猪的主要食

物---而鹿和野猪又是老虎猎物。过度采

集松子最终会导致野生老虎食物链的断

裂。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德国政府，德国

银行（KfW德国再建银行）、当地的公

司合作，保护超过600，000公顷的4个
朝鲜雪松林的松子采集区不受破坏。至

少25到30只东北虎生活在那儿，现在我

们在那儿有49年的长期租约合同。世界

自然基金会的管理提议，只允许少量

的砍伐，这样可以保护野生老虎的栖息

地，还可以阻止大量的炭排放。作为

合同租赁人，世界自然基金会可以控制

所有森林的开发行为，支援5个护林队

伍，提供跨国界的车辆，雪地汽车和摩

托艇。为控制整个地区，巡逻人员配备

野外装备，还建立了2个固定的和3个
流动的检测点。由于这个方案的成功实

施，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寻找合作伙

伴，以便在东北虎的重要朝鲜雪松林栖

息地，再延展400，000公顷保护区。

老虎和亚洲纪

13个老虎分布国被选定为保护老虎

及其栖息地的国家，这项保护和管理的

工作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充满挑战。 目

前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一些已

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亚洲国家

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野生动物

保护导致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的高

增长可以使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来源更

充裕。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对现

有的森林乱砍乱伐，从而破坏野生老虎

的栖息地，许多亚洲经济体和政府现在

已经有能力干涉这种行为，效果显著，

达到竞相保护野生老虎的目的。只要有

决心，有政治动力，就可以保护野生老

虎。世界自然基金会承诺，坚持不懈地

与亚洲国家协作，就面对目前经济增长

形式，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造福人民而

寻找最佳解决之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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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论:共同努力才能拯救老虎

老虎的生存面临危机。老虎的美丽，

神秘和力量，代表着自然的无邪和令人着

迷的优雅本质让全世界所迷恋。没有老虎

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有可能就在一

二十年或者更短得时间里，如果我们不加

倍努力地制定新战略和在保护计划上创新

的话， 老虎这个物种还是会消失。

我们可以拯救老虎—靠的是正确的理

念，政治上的愿望，还有就是合作。加强

已有的伙伴关系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对于

世界自然基金会达到目标，2022年实现野

生老虎数量翻倍，至关重要。

通过广泛的合作，共享知识、技术

和资源，执行多样互补的行动，我们真的

可以靠保护老虎创造野生动物保护史的奇

迹，相信这样做，我们还会拯救更多的物

种。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可以恢复

和加倍他们的种群数量，保证野生老虎和

人类和谐相处，愉快共荣代代相传。

圣彼得堡之旅

它始于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 普
京主持高端老虎峰会时的一个想法。

他同意“生命进程”协定，确保对保

护老虎工作得到最高层次的政治支

持。这个进程引导了2009年10月在加

德满都召开的第一次保护老虎全球研

讨会，最终，2010年11月将在圣彼得

堡再次召开国际老虎论坛。另外加德

满都研讨会后继续了两个会议：分别

是，2010年1月在Hua Hin召开的第一

届亚洲部长级会议暨老虎保护会议，

确定通过了使野生老虎数量翻番的目

标；2010年7月在巴厘岛举行了老虎

预案峰会的伙伴对话会议，通过完成

了全球老虎拯救方案一稿，保护老虎

领导草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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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伙伴

当地社区

作为自然资源的主力军，本地社区

是打击偷猎分子的有生力量，可以解决

土地和动物栖息地的管理问题，人类和

野生动物共存的冲突问题。

政府和援助机构

我们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和发展

分支机构，国际惯例确保野生老虎的保

护问题被包括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计划之中。我们在野生老虎分布国之间

推动互助工作。
 

其他非政府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和国际的非

政府组织合作，为保护老虎，在政策层

面和鼓动方面得到普通大众的支持。

工业经济

在经济领域铸造战略性合作伙伴可

以为公司和野生老虎保护创造双赢的革

新性解决方案。

Journey to St. Petersburg and Beyond 

The process began with the first global 
workshop on tiger conservation in 
Kathmandu in October 2009, and 
culminated with the Heads of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Tiger Forum in St. Petersburg 
in November 2010.  Tow other meetings 
followed in the Kathmandu workshop: 
the 1st Asia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Tiger Conservation in Hua Hin, Thailand in 
January 2010, which adopted the goal of 
doubling willd tiger numbers, and the Pre-
Tiger Summit Partners’ Dialogue meeting in 
Bali in July 2010, which saw the first draft of 
the Global Tiger Recovery Programme.   

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角色，世界自

然基金会协助老虎分布国国内和国家之

间的对话，与他们的政府和其他伙伴合

作，制定国家老虎拯救计划，并获得老

虎保护捐助国的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

不懈努力，积极支持，与各国政府、我

们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这一进程，促其

发展。全球老虎拯救项目高效的实施，

团结一致的执行，我们定能实现2022年
野生老虎数量翻番的伟大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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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ssar Ali
It is safe to say that 
Nissar Ali probably 
does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he went 
into town to watch a 
movie. The mahout 
at India’s Corbett 
Tiger Reserve loves 
the forest, and has 
dedicated his life to 

protecting tigers and other wildlife. This dedication 
goes way back to 1973, when he walked for over a 
month just to get to Corbett from his home.  Since 
then, he has sp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his life patrolling 

Corbett. He wakes at 5 am for his first patrol, following 
up with another in the afternoon. On days when the 
park is closed to tourists, he continues his patrols, 
sometimes ferrying rations to camps in the interior 
or keeping an eye on the forest with field staff. He 
has had many encounters with tigers, and enjoys 
watching mothers bring up their cubs.  “They even 
play hide and seek with you, and often win,” he 
chuckles.  Like Corbett’s tigers, he has survived rough 
forests and rough times, but he cannot imagine any 
other life.  He continues to spend all his time protecting 
the tiger and Corbett’s wealth of other wildlife. He 
would still rather watch the big cat’s life play out in 
front of him, than actors on a silver screen in a building 
walled off from nature.  

Celebrating Tiger Conservation Heroes
There are many tiger conservation heroes – people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saving tigers, always working 
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We feature three here an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alute all those who are 
working tirelessly to save this magnificent animal for humankind. 

• Bhadai Tharu
Bhadai Tharu lives adjacent to the Khata Corridor in 
western Nepal’s Bardia district. He relies on the forest 
for firewood and grass to supplement his livelihood. 
Bhadai’s life i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live 
on the fringe areas of national parks, except that he 
survived a tiger attack, lived to tell the tale, and still 
champions conservation. On the morning of 6 January 
2004, when he was with a group cutting grass in the 
forest, a tiger sprang on him. Quick-thinking villagers 
raised a din and frightened the animal away. A badly 
mauled Bhadai was rushed to hospital. Although 
the doctors managed to save his life, he lost an eye. 
Despite the trauma, Bhadai is still committed to lead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Gauri Mahila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 as its chair. He is remarkably composed 

about his encounter with the carnivore, “Animals are 
animals so we humans have to give them space and 
learn to coexist. We all depend on the forest so we 
must conserve and protect it.” Bhadai is devoted to 
the community forest and believes that by conserving 
the forest, local communities can reap other benefits. 
In 2004, WWF awarded Bhadai with the Abraham 
Conservation Award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Nepal. 

• Anatoly Belov
From about 50 individuals just a few decades ago, 
the Amur tiger popula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northeastern China today stands at around 450. The 
increase and current stable population of Amur tigers 
can in part be attributed to the tireless efforts of Anatoly 
Belov. In 1994 Anatoly became Director of the Barsovy 
Wildlife Refuge, and in 1998 was supported by WWF 
to start the special anti-poaching brigade called 
“Leopard.” Since then, he and his team have caught 
approximately 1,000 poachers, confiscated hundreds 
of weapons, and brought dozens of criminal cases 
against those who killed tigers, Amur leopards and 
their prey. He is still going strong today, even after three 
attacks from poachers where he suffered bullet wounds. 
Anatoly has stretched his efforts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He participates in patrolling, wildlife censuses and 
fire prevention activities in the huge area of Russia’s 
Primorsky Province where Amur tigers are found. He 
also has worked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the neighbouring 
Chinese province of Jilin to patrol along the Russia-
China border, removing snares and traps, and ensuring 
the arrest of poachers.  For his valiant efforts and 
invaluable service to Amur tiger conservation, WWF in 
2010 gave Anatoly its highest conservation honour, the 
Duke of Edinburgh award.

老虎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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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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