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啥城市里也见马蜂

因为人类挤占了它们的空间

最近连续的马蜂伤人事件，不免让人

有些“闻蜂丧胆”。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了

浙江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

学新，为大家还原“杀手”的真实样貌。

马蜂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马蜂。与

蜜蜂相比，无论习性还是外形，马蜂都

比较个性，它们喜欢把家安在高高的树

杈上，或者隐蔽的土穴或草丛里，它们

个头更大， 身上的绒毛也没有分叉，毒

性更强。

陈教授说， 世界上已知马蜂有5000

多种，中国记载的有200多种。以前，马蜂

常常出现在山清水秀的农村，这几年，马

蜂还出现在城市里面。“城市范围不断

扩大，挤占了它们的地盘。”陈教授说，

人们不断开疆辟土， 这是马蜂进城的原

因之一。

马蜂进城 消防一天攻下20老巢

成都已有多名市民被蜇伤 三环至绕城范围内、龙泉驿区等地是马蜂窝集结“重灾区”

马蜂窝“长”在阳台边

1个多月都不敢开窗

战场：龙泉建设路 战术：药毒

家住龙泉驿区建设路220号一

大院7楼的郭先生，最近1个多月都

没有开过窗。郭先生称，1个多月前

阳台边长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马蜂

窝。近几日，郭先生发现马蜂窝长

大了，听闻全国各地马蜂蜇死人的

事，郭先生立即拨打了119。

考虑到楼层太高， 消防决定

“毒死”马蜂。全副武装后的消防

员翻出窗外， 用刀子一片一片地

将马蜂窝割开取下。刚动刀，上万

只马蜂倾巢而出。 另一名消防员

拿起杀虫剂，对着马蜂一阵狂喷。

10分钟后，马蜂窝被成功取下，但

马蜂四处逃窜。 直至15分钟后，3

瓶杀虫剂用完，马蜂才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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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最近平均每天有四五十起取蜂接警，最多的一天超过100起，昨日消防取了20多个马蜂窝

成都三环至绕城范围内、龙泉驿区、新都区部分乡镇、金堂等地是马蜂窝集结的“重灾区”

龙泉驿区还有52个马蜂窝等到消防官兵摘除。

蜂狂秋天

马蜂窝有4个篮球大

市民吓得不敢开窗

战场：洗面桥街 战术：火攻

洗面桥街一小区内， 马蜂在15

楼的空调护栏内安了家。市民“闻

蜂丧胆”，连窗都不敢开，只好求助

119。 昨日上午， 成都消防8中队赶

来， 该马蜂窝足足有4个篮球大，最

好的办法就是“火攻”

2名消防员身着防蜂服

进入空调护栏内。 点燃马蜂

窝， 成群的马蜂往消防员身

上爬，不过面对着密

不透风的防蜂服，马

蜂只好落荒而逃。

马蜂窝悬挂在大树上

市民只好绕道回家

战场：新绿苑小区 战术：水攻

昨日下午5时许，成都北边新绿

苑小区内，一个六七米高的大树上，

直径半米的马蜂窝悬挂树枝， 马蜂

乱飞，居民纷纷绕道而行。考虑到马

蜂窝太高， 成都消防特勤一中队决

定采取水攻。

疏散居民后，消防水罐车驶至大

树下，消防员架起“水枪”准备开战。

指挥员一声令下：“开‘枪’”一大股

水柱直射在4米开外的马蜂窝上，3秒

钟后， 蜂窝脱落。 担心马蜂有“残

党”，水枪并没有停止射击。最后，消

防员在地面逐一查看，清扫未被“击

灭”的马蜂，以确保居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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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遭遇到马蜂怎么办？省消防

部门提醒，如果遇到马蜂，千万不要

跑动，最好用衣物护住头颈，屏住呼

吸， 站在原地或趴在原地一动不动，

让它们以为你是木头，千万不要和它

硬碰硬。

医生提醒，被马蜂蜇伤后，容易

引起伤者的过敏反应，这个过敏反应

不容忽视，伤情严重的，会导致休克、

心悸、肾衰甚至死亡。如果不小心被

马蜂蜇伤， 应及时用醋清理伤口，并

及时就医。

综合都市快报

遇到攻击怎么办？ 屏住呼吸，站着不要动

陈教授称：“马蜂能识别多少种

颜色还不知道，但它们对红色和黄色

特别敏感，尤其是黄色。另外，如果进

山， 尽量避免香气很侬的化妆品，这

也会引起它们的注意。” 蜂群攻击时

甚至可追击达100米远。

陈教授说，马蜂叮咬致命的原因

是由于蜂毒中的蜂毒肽（约占干蜂毒

的50%）， 它是一种强烈的心脏毒素，

具有收缩血管的作用， 同时蜂毒的血

溶性极强，对心脏损害极大。遇袭者在

被蜇以后，普遍出现头痛、恶心、呕吐、

发热、腹泻、气喘、气急、呼吸困难等症

状，以致肌肉痉挛，昏迷不醒，严重者

出现溶血、急性肾功能衰竭而致死。

蜜蜂蜂尾的那根刺其实是输卵

管，连着内脏，内脏里有毒囊，产卵管

上有倒刺，一旦蜇了人和家畜，它的

倒刺就收不回去，内脏也一起留在了

外面， 蜂飞走了也很快就死去了。但

马蜂不一样， 因为螯针没有倒刺，它

可以反复蜇人，但蜂毒只释放一次。

马蜂为何如此致命？

主要毒害心脏！

专家提醒：红黄色衣服和香水味 易导致马蜂攻击

毒液成分

成分为组 胺 、

缓激肽、 透明

质酸酶等 ，毒

液呈碱性。

昨日，新绿苑小区，消防

用水枪将树上的马蜂窝打下来

水攻

昨日， 洗面桥街的住宅楼

上，消防烧掉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火攻

昨日， 龙泉驿建设路

222

号

小区，消防用刀砍、喷药方式捣毁

住户阳台上的马蜂窝

药毒

三对脚

马峰的分工

蜜蜂、马蜂等蜂类属于社会

性昆虫。 在种群内有明确的分

工，一般分为后蜂、工蜂（雌性）

和雄蜂。其中后蜂负责产卵繁殖

后代，工蜂负责蜂巢内外勤杂及

养育后代，雄蜂则主要与后蜂交

尾完成生育

两对触角

体长

16

毫米

体色

成虫体多呈黑、 黄、棕

三色相间，或为一色。触角、

翅呈橘黄色， 体乌黑发亮，

有黄条纹和成对的斑点

分布

分布于我国南方山区

的丛林地带。 马蜂是黄蜂

的一种， 是膜翅目细腰亚

目中马蜂总科的通称 。世

界上已知有

5000

多种 ，中

国记载的有

200

余种。

蜇人

蜂一般不主动攻击人

类， 只有在构成威胁或者

受到惊扰时才蜇人， 不是

所有的蜂都蜇人， 蜇人的

是工蜂（雌蜂）

眼睛被蜇后疼

痛剧烈，流泪红肿，

可能发生角膜溃疡

中毒会造成心

律不齐或者心脏病

发作，血压不稳

造成肠胃痉挛

呕吐反胃，抽筋

被蜇后 ，皮肤

出现红肿疼痛 ，甚

至出现皮肤坏死

全 身 症 状 有

头晕头痛腹痛 、呕

吐、 烦躁不安 ，血

压升高 ，症状会在

数小时 或 者 几 天

内消除

严 重 者 有 嗜

睡、 全身水肿 、少

尿、昏迷、溶血 、急

性肾功能衰竭和休

克 。部分蜂毒过敏

者可 表 现 为 荨 麻

疹、过敏性休克。

毒针

�

腹 部 尾 端

内 隐 藏 了 一

支 退 化 的 输

卵管，即有毒

蜂针

图据都市快报、新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