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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分布的天鹅属所有种（Cygnus spp.）均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构成刑事犯罪。然而，天鹅死亡案件仍时有发生。本文
分析 2000 至 2016 年有统计的我国天鹅死亡案件发现，每年 11 月至翌年 1 月是涉天鹅案件的高发时
期；毒杀为致死主因；案件多发生于我国行政区划交界处。因此，应于迁徙越冬季节重点加强高案发
地点的侦查监管；加强克百威（呋喃丹）为代表的高毒农药管控；建立迁徙季节多地区执法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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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 species of swans (Cygnus spp.) have been listed as the second class national protected animals
in China. Illegal hunting, catching and killing of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wild animal constitutes a criminal
offence under the Law in China, however, such cases were still often happened.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46 death cases of swans during 2000 to 2016 in China.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uch cases were occurred
frequently in winter from November to January. Poisoning, such as using the carbofur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cause the deaths of swans. The cases always happened in borders between cities in China
(Fig. 1). Therefore, pesticide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migration season of swans,
especially in border areas between provinces and cities. Furthermore, to establish a multi-area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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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linkage mechanism during the migration season may be useful for protecting the swans.
Key words: Crime analysis; Swan;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wild anim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igration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野生动物案件获得全

致死比例尚未充分研究（周大庆等 2014）
。此

社会的高度关注，如轰动全国的 2016 年 10 月

外，从执法角度来说，因 3 种天鹅均为国家Ⅱ

发生在内蒙古正蓝旗洪图淖尔造成 290 只天鹅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起刑点和量刑数量标

属（Cygnus）鸟类死亡的特别重大案件，最终

准均一致，因此，涉天鹅案件资料中，其物种

首犯获刑 16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央视网

鉴定可准确至属，但所属种常存疑。因此，对

2017）。“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包括

涉天鹅属鸟类案件进行基础资料梳理汇总，结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Ⅰ和Ⅱ

合天鹅的生物习性以及不同致死因素分析该类

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案件的犯罪学特性，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防控

际贸易公约》附录Ⅰ和Ⅱ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

对策，才能有效减少天鹅死亡案件的发生。

繁殖的上述物种（国家林业局 2000）。非法猎

本文搜集和整理了 2000 年以来我国有记

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我国野生动物资

录的所有涉天鹅属鸟类死亡案件，
（1）查清我

源的伤害极大，涉案 1 只即构成刑事犯罪（国

国天鹅属鸟类的死亡数量及其各月份发生态

家林业局 2001）
。然而，因倒卖野生动物的高

势；（2）分析造成天鹅死亡的致死因素及其影

额利润，仍有不法分子伺机猎捕野生动物。野

响并分析案件特性；（3）分析我国天鹅死亡案

生动物资源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活动区间往往

件的地域特性，制作高案发图示；
（4）针对我

难以准确预测，然而如候鸟等野生动物具有迁

国目前的天鹅保护形势提出防控预案。以天鹅

徙习性，其会在每年特定时间到达特定地点，

作为迁徙性濒危鸟类的代表，总结分析涉天鹅

这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未加防控监

案件的犯罪学特性，可为此类非法猎捕、杀害

管，迁徙通道极易成为猎捕候鸟的案发地点。

迁徙性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提供有效防控策

在我国，有自然分布的雁形目鸭科天鹅属
物 种 有 大 天 鹅 （ C. cygnus ）、 小 天 鹅 （ C.
columbianus）和疣鼻天鹅（C. olor）
，均属于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均被《中国脊椎动

略，进而保护我国天鹅等濒危野生动物。

1

材料与方法
理论上所有判决结果均应上网公布，本文

物红色名录》列为近危物种（蒋志刚等 2016）
。

首先通过网络检索现有可查的判例，将“天

大天鹅在 10 月中旬左右飞抵我国越冬，12 月

鹅”分别与“死亡”“捕杀”“毒杀”“枪

至翌年 1 月左右在我国境内的种群数量达到峰

杀”“中毒”“捕猎”等组成双关键词在中国

值，2 月中旬开始陆续北迁，3 月下旬全部北迁

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北大

（张国钢等 2016）
。小天鹅繁殖于亚洲东北部

法宝网（http://www.pkulaw.com/）、百度搜索引

的东西伯利亚苔原地区，冬季南迁到我国和日

擎（www.baidu.com）、搜索引擎（www.so.com）、

本越冬（杨二艳 2013）
。疣鼻天鹅迁徙经黑龙

搜狗搜索引擎（www.sogou.com）中搜索，将

江、吉林、辽宁旅顺、河北、山东青岛等，越

具有证明能力的政府公告、正规媒体报道等公

冬在青海湖和长江中、下游等地（赵格日乐图

开报道中记载的我国天鹅属鸟类死亡案件作为

等 2009）。研究表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国家

天鹅死亡案件的主要数据来源。同时，查阅国

重点保护鸟类中，有 85%的物种因施用农药克

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卷宗资料，此

百威（呋喃丹）而受到较大影响（郑允文等

中心承担全国超过六成的涉野生动物案件司法

1996），但迁徙性鸟类死亡案件中，毒杀所占的

鉴定，汇总 2000 至 2016 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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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死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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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2 例）3 种。因毒杀而死亡的天鹅数量为

根据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死亡数量和

647 只，枪杀和网捕致死的天鹅数量分别为 27

死亡原因作为判断依据，剔除重复信息，对同

只和 2 只，三种死因致死天鹅数量分别占所有

一个案件追踪调查的报道以最终报道为准。对

已知死因个体数的 95.57%、4.14%和 0.30%。

具有较大案件跨度的案件统一以案件卷宗所述

案件数量和死亡数量均显示，毒杀是我国目前

案发时间为准，若没有明确开始时间的则以案

天鹅死亡案件中最常见的犯罪方法，对天鹅种

发 时 间 为 准 。 模 糊 字 样 如 “ 月 初 ”“ 月

群造成的危害也最为严重，是需要重点防范的

中”“月末”分别以 5、15、25 日记录；对于

非法捕杀天鹅的作案方式。

有证据证明案件发生，但没有明确死亡数量的

2.3

我国天鹅致死案件的空间分布

案件以目击者证言为准；对我国没有自然分布

涉天鹅属鸟类死亡案件共 49 起有较为明

但有少量案件发生的黑天鹅（C. atratus）不计

确的发案地点，其中多数案件发生在我国东部

入本文的归纳范围。将 2000 至 2016 年的死亡

长江流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三门峡

案件以月份记录归纳（附录），统计不同月份内

黄河湿地（7 起）、鄱阳湖（7 起）和洞庭湖（4

天鹅死亡数量和案件数量；将天鹅的死因划分

起）是案发次数最多的三个地区，这些地点位

为中毒、枪杀、网捕 3 类，分析不同致死因素

于我国候鸟东部迁徙路线和中部迁徙路线上。

的特性及对天鹅造成的影响；根据天鹅死亡地

我国候鸟西部迁徙路线上仅新疆发生 1 起案件

点和死亡数量，分析案件的地域特征。

（图 1）。候鸟东部和中部迁徙路线的发案地多

2
2.1

结果
天鹅案件时间分布及致死天鹅数量
通过搜集和整理，共有 46 起具有死亡时间

处在省市行政区域划分交界处。

3

讨论

3.1

天鹅死亡案件的特征剖析

和死亡数量的有效天鹅死亡案件，案发时间从

3.1.1

9 月至翌年 3 月，分别为 1、2、10、9、12、7

习性 天鹅属鸟类均为冬候鸟，一般以 4 ~ 11

和 7 起，死亡数量分别为 1、295、66、168、

只的小群为单位迁徙（才代等 1993）。以黄河

105、50 和 55 只，总计 740 只。其中 2016 年

三门峡库区大天鹅分布点为例，每年 10 月中下

10 月发生的内蒙古正蓝旗候鸟死亡特别重大

旬大天鹅到达三门峡库区，12 月至翌年 1 月的

案件，其中天鹅死亡数量 290 只，远远超出其

种群数量达到高峰，2 月开始陆续离开，3 月下

他单个案件的天鹅死亡数量。11 月虽然有着全

旬全部北迁。小天鹅的越冬数量动态与大天鹅

年最高的单月发案数，但是死亡天鹅数量并没

相仿，如自 11 月中旬陆续抵达黄陂湖，12 月

有明显多于其他月份，12 月的发案数较 11 月

至翌年 2 月为数量高峰（杨二艳 2013）。我国

略有下降，但是却有着更多的天鹅死亡数量。

天鹅死亡案件最早发生在 9 月，直到 10 月仍处

直至进入 2 月后，发案数开始下降并趋于稳定，

于一个低发案水平。进入 11 月，天鹅死亡案件

且天鹅死亡数量也回复到较低水平。天鹅死亡

进入高发阶段，但天鹅的死亡数量仍处于较低

案件发生的时间（月份）呈现单峰曲线并在 11

水平。每年 12 月，天鹅种群大量迁入我国境内，

月至翌年 1 月最高，而天鹅死亡数量与案件发

虽然案件数小幅回落，但天鹅死亡数量开始升

生月份和案件数不存在明显关系。

高，处于较高水平。进入 2 月以后，天鹅开始

案件中的天鹅致死原因

北迁，我国境内天鹅种群数量开始减少，与此

2.2

天鹅死亡案件的案发时间与天鹅迁徙

共收集到 35 例具有死亡原因和死亡数量的

相对应的天鹅死亡案件数和死亡数量都有所减

案例，死因有毒杀（26 例）、枪杀（7 例）和网

少。每年 11 月至翌年 1 月是我国天鹅案件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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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至 2016 年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天鹅案件数量和致死天鹅数量

Swans killed and the number of casualty events in provincial 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2000 to 2016 in China

阶段，较一年之中天鹅在我国越冬期间的其他
月份更易发生天鹅死亡案件。
3.1.2 我国天鹅死亡案件的最主要犯罪手段
分析 在追求某种目的的理性犯罪中，犯罪人
实施犯罪是一种谋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其必
然考虑到犯罪成本对犯罪的影响。犯罪成本包
括直接成本，指犯罪人在犯罪准备阶段和犯罪
实施过程中采用各种工具和手段而支付的成
本；机会成本，指由于选择犯罪而必须舍弃的
其他利益以及惩罚成本，是指因为犯罪败露所
直接付出的代价（宋晓明 2005）。天鹅案件中，
根据天鹅的生物特性，毒杀的犯罪手段犯罪成
本更低廉，犯罪收益更显著，使其较其他方式
更受犯罪分子的青睐。
利用以克百威（呋喃丹）为代表的高毒农
药毒杀天鹅是我国天鹅死亡案件中最常见也是
造成死亡天鹅数量最多的方法。其主要原因如
下，1）我国对枪支进行严格管控使枪支难以获

得，犯罪成本高昂是枪杀案件少见的主要原因，
且枪支所造成的声响往往易被他人察觉而遭到
制止，所以枪杀案件往往难以造成大规模的天
鹅死亡；2）“天网”是一种设置在鸟类经常出
没的区域，通过让鸟类撞击网面，从而捕获鸟
类的装置，对雁鸭类造成严重影响。其成本较
枪支低廉，且可反复使用，而捕获的鸟类往往
能够卖到几百至几千元，具有成本低，收益高
的特点。该种捕杀方式没有在捕杀天鹅案件中
大规模使用可能因为“天网”需要在开阔地架
设，往往会延绵数百米至数千米，对架设条件
具有较高的要求。随着我国湿地保护区保护制
度日趋成熟，保护区内巡护机制更为完备，“天
网”往往会遭到巡护工作人员和民间爱鸟人士
的拆除。天网常见于鄱阳湖等面积较大的湖区
和湿地，南方周末（2010）报道 20 世纪 90 年
代起，鄱阳湖的天网总是禁之不绝，其后江西
省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加大监管力度使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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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善，然而近日又有报道称在鄱阳湖发现十
余张长度达 60 m 的天网（陈庆贵 2018）。有关
天网的信息大多来自新闻报道，其现状必定比
所暴露之情况更为严峻，日后亟需加强对天网
相关现状的报道和监督，以尽力杜绝此违法猎
捕行为；3）毒杀案件高发案率和高杀伤率，克
百威等高毒农药是我国农业劳作中使用的常见
毒物，销售渠道广，没有购买资格限制。此外，
候鸟与人类居住地有频繁的接触，除主观恶意
的投毒案件外，也存在鸟类误食农药的案件发
生。天鹅是植食性鸟类（张国钢等 2016）
，接
触以克百威为代表的毒物的途径广泛，包括直
接食用农药喷洒过的农作物和农药包衣种子、
饮用受农药污染的水，以及受人为故意投毒等
多方面威胁（秦卫华等 2007）
。再者，天鹅是
游禽，在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具有集群栖息的
习性，一旦栖息的水域被毒物污染，极易造成
大面积天鹅死亡情况的发生。2016 年内蒙古正
蓝旗案件就是对一定区域内投毒，从而造成天
鹅种群大规模死亡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克
百威等高毒农药具有杀伤力强的特点，天鹅误
食 0.5 g 左右克百威就会致死。投毒相对于枪杀
和天网而言具有更高的隐秘性，被毒害天鹅被
发现时往往已死亡而错过了救助时机。
3.1.3 天鹅栖息地位于行政区划交界，执法难
度大 我国天鹅案件多发于行政区划交界处，
一方面因为天鹅的行为习性，一方面因为行政
区划交界处执法成本高、难度大。天鹅的主要
栖息地是自然分布的江河湖泊以及湿地，我国
行政区域往往根据自然界中山川河流的走势流
向而划分。例如鄱阳湖横跨南昌、九江、共青
城等多个市区，洞庭湖横跨岳阳市、华容县、
益阳市等多个市区等，行政区域并不能影响天
鹅的自然行为。不仅如此，实际执法中，犯罪
行为地和实际查获地常常不同，因管辖权模糊，
易造成责任主体不明，执法机构消极作为。跨
省界的案件，如需联合执法，需从属地派出所
层层上报至公安部审批，其执法成本高、难度
大，为案件的及时侦破带来阻滞。
3.2 天鹅死亡案件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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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法治引导，民众对于天鹅保护认识
不足 天鹅属鸟类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但对天鹅的保护意识没有深入人心。在所
收集到的案件中，非法狩猎的罪犯大都法律意
识淡薄，不了解天鹅的保护意义。特别是当发
生天鹅等候鸟对周边的农民和渔民造成经济损
失等冲突时，非法狩猎罪犯更加认为其毒杀天
鹅行为的合理性。因此，亟待我国立法、执法
和司法者加强民众保护天鹅的正确法治引导。
3.2.2 巨大的市场需求 食用野味的习俗在我
国文化中自古就有，随着生活的富足，不少人
将目光投向了野生动物，以满足自己的猎奇心
态。在广东等南方省份，一只野生天鹅的售价
往往会达到上千元至上万元（未公开案卷笔
录），潜在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许
多犯罪分子选择铤而走险，非法猎杀天鹅。
3.3 防控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天鹅案件的特性，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执法。1. 加强迁徙期的侦
查监管，在我国目前整体行政资源不足的情况
下，在每年 9 月下旬至翌年 3 月开展重点护鸟
行动的基础上，在案件高发阶段即每年 11 月至
翌年 1 月加强日常巡护工作。2. 加强农药克百
威（呋喃丹）的管控，利用克百威等高毒农药
投毒的方式是我国天鹅案件中的主要死因，这
种方式不仅会造成鸟类死亡的急性危害，更会
对天鹅种群造成诸如蛋壳变薄、产蛋率下降、
活动能力或对刺激的反应能力降低导致回避天
敌能力下降而易被其他动物取食等长远危害
（秦卫华等 2007）
。克百威等高毒农药对除天
鹅外的其他鸟类亦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实际上，
天鹅在我国越冬的 10 月至翌年 3 月处于农闲阶
段，对于农药没有很高的需求，可以通过行政
法规限制克百威等高毒农药的使用和销售，如
在农闲期间禁止出售并采用实名登记的方式，
以便群众合理自用，如若出现毒杀鸟类案件，
可通过实名登记记录侦查嫌疑人。3. 针对野生
动物迁徙习性，建立迁徙季节多地区执法联动
机制。由于天鹅的活动范围不局限于某个省或
某个市，这就需要多个地区的执法办案部门建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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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侦查协作的长效机制，提高执法办案的行政
效率。通过共享天鹅信息以及联合执法（徐立
根 1994）等方式加强对天鹅案件的控制，以打
击跨区域的盗捕、运输、贩卖，斩断天鹅案件
的犯罪链条。4. 加强普法教育，提升民众的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破除利用天鹅进行“食
补”“食疗”的不实传闻，将野生动物携带大
量病原体的事实告知群众，消除食客的猎奇心
态，从根源上切断对天鹅的需求，斩断捕杀天
鹅的黑色利益链条。广东省就曾出现过捕杀禾
花雀即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的热潮，自
然界中禾花雀的数量大量减少后，一些不法商
贩便以其他鸟雀假充禾花雀牟利，致使其他鸟
类资源也受到严重破坏（孙杭生 2006）
。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树立先进典型，曝光反
面教材；并有力发动保护区周边群众，完善全
民参与环保的机制，对于非法捕猎行为进行举
报，把可能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全社会形
成一种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5. 鉴于
候鸟迁徙地附近多有农田和鱼塘，候鸟的迁徙
不可避免会对附近的居民造成经济财产损失，
需要各地投入财政支持，及时对居民的经济财
产损失进行财政补贴，减少人与候鸟之间的冲
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可结合天鹅的特色，合
理开展保护区生态旅游项目，以此增加财政收
入，作为天鹅保护的专项资金，还可提高居民
的收入水平，使天鹅从口中的祸鸟变成报喜鸟。
本研究以近 17 年我国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天鹅属鸟类的死亡案件为例，分析其犯罪学特
性。依据该类案件中天鹅的迁徙特性，提出针
对其案发时间、空间分布规律和主要犯罪手段
的防控措施，并可推广于其他具有迁徙特性的
濒危野生动物案件防控。法律为野生动物提供
了最强有力的保障，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
提升民众之法制意识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理
念才是减少野生动物死亡案件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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