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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网

禁售野生活体萤火虫
5月24日16：59，淘宝网在禁限

售商品专版板块发布《关于野生活
体萤火虫的禁售管理公告》，公告
表示，“我们发现部分卖家存在发
布、销售野生活体萤火虫的情形，
由此引发各媒体、公益组织的关注
与报道，淘宝网对此亦予关切，虽
然萤火虫并未纳入相关保护动物
名录，但过度捕捉行为也会对其种
群构成生存危机”，因而淘宝方面
决定将野生活体萤火虫纳入禁售
商品管理范畴，并自当日起，对野
生活体萤火虫相关商品信息执行
排查与清理。此外，公告中表示，若
卖家声称其为人工养殖产物，淘宝
网不予认可，视为野生产物处置。

淘宝为何发布公告禁售野生
活体萤火虫？原来，一天前，“萤火
虫生态线”公益组织成员陈女士将
自己和彭女士共同拟定的信件发
送给了淘宝，呼吁下架萤火虫交
易。“正是前几天收到了陈女士她
们的呼吁，基于对于生态和公益的
持续关注，我们发布了禁售公告。”
淘宝方面表示。

不过，昨日下午1点，成都商报
记者登录淘宝检索“萤火虫活体”
等关键词时，依然能找到部分售卖
萤火虫商家。对此，记者从淘宝方
面了解到，“淘宝公告发出七天内
引导商家自己下架商品，七天之后
平台会直接处理，是正常流程。”

/ 缘起 /
成都市民和朋友

的一封信
“很激动，也很受鼓舞。”得知

淘宝禁售野生活体萤火虫的消息，
彭女士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了
自己的欣喜心情。陈女士也直言

“特别开心”，“社会对于萤火虫保
护的认识在进步。”

彭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偶
然了解到淘宝售卖萤火虫的信息
后，自己当时就在想：能不能联系
淘宝方面将此类交易下架？“毕竟
没有买卖，才没有伤害。”

随后，她联系上公益机构“松
鼠学堂”，“通过他们，21日晚上联
系上一家萤火虫保育民间组织
——萤火虫生态线”，并向“萤火虫
生态线”的核心成员陈女士说了自
己的想法。多日之后，陈女士回忆当
时自己的想法：“我们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彭女士和陈女士开始
给淘宝写信。“我写了第一稿，然后
请教萤火虫方面的专家老师给内
容把了关。”陈女士表示。

彭女士找到做企业公关的朋
友，调整了信件措辞。她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直到5月23日上午，信件
才最终拟定，“信中提到萤火虫在
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并附上萤火
虫生态线翔实的调研数据，以及近
几年的媒体报道。”

随后，彭女士找到淘宝网的相
关联系方式，由陈女士以“萤火虫
生态线”的名义给对方发送了拟定
的信件。同时，信件还发送给了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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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第
17138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

020，全国中奖注数3451注，单注奖金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02062，全国中奖注数
4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销“3D”第2017138期开奖结
果：181，单选 842 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492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7060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26、10、13、24、05、31，蓝色球号码：04。一等
奖4注，单注奖金9226054元。二等奖113注，
单注奖金 186993 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613018696元。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夏季青藏高原东移云团
垂直结构观测试验启动
探析引发长江流域暴雨原因

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中心、湖北省气象
局、四川省气象局、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
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日前在武汉宣布启动
夏季青藏高原东移云团垂直结构观测试验。该
观测试验为期3年，旨在精确探析高原东移云
团引发长江流域暴雨的原因。

相关研究表明，夏季青藏高原东移云团是
引发长江流域降水的主要因素，它引发的降水
占长江流域总降水量的70%以上。一直以来，气
象部门希望通过系统化观测获得东移云团影
响长江流域降水的精确数据，以提高长江流域
强暴雨的可预报性。

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所长崔春光
介绍，本次观测试验将通过毫米波云雷达、X
波段双偏振雷达、微波辐射计、风廓线雷达等
科学试验网以及业务观测，在夏季对高原东侧
区域和长江中游东移云团进行重点加密观测。

他说，这些观测数据将支撑中国气象局建
立水汽、云、降水粒子相态分布、动力等垂直结
构的变化特征典型个例库和数据集。从而精确
解析高原东移云团引发长江流域暴雨的大气
环境场特征并诊断其关键热动力因子，建立高
原东移云团引发长江流域暴雨的概念模型，获
得云团东移影响长江流域暴雨过程的最佳参
数化方案。

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中心副主任李柏介
绍，本次观测试验将持续3年时间。今年的观测
时间是8月，未来2年将在6月到8月开展3个月
的连续观测。

记者了解到，观测区域除了青藏高原地
区，还将覆盖云团东移路径上关键点，包括甘
孜、理塘、泸定、稻城、长江中游暴雨外场试验
基地等观测网点。 据新华社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

儿童湿疹高发期莫怕
“肖小儿”健康热线来帮忙
炎热夏季来袭，随着气温攀升也会带来一

系列健康问题，特别是儿童年龄小，抵抗力差，
更容易诱发各种疾病，而儿童湿疹又是夏季比
较容易出现的疾病之一。

肖量强调，千万别乱用激素药

有“新四小儿”之称的“肖小儿”肖量介绍，
过敏是导致儿童湿疹的最主要原因。另外，接
触洗浴用品化纤物品、各种植物花粉或衣服穿
得太厚等原因，都可能导致湿疹反复发生甚至
加重。而不少家长往往病急乱投医，给患处抹
药酒或者擦外用药，甚至有的家长急于求成，
选用激素进行治疗。肖量说，激素在过敏性皮
肤病治疗中，能达到见效快、疗效明显的效果。
但其副作用也相当大，长期系统使用激素会产
生肥胖、胃溃疡、骨质疏松和影响血糖及血压
等副作用，在临床使用时，建议不要使用擦激
素的外用药，并且，在患有湿疹这段时间也不
要用碱性肥皂和过烫的水清洗患处。室内温度
也不宜过高，否则会加重宝宝的痛痒感。

六一宝宝健康免费问诊“肖小儿”热线来帮忙

除了儿童湿疹，小儿发热、咳嗽、腹泻、积
食也是让家长头疼的事。从今日起，拨打四川名
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报名，就有机会参与
肖小儿国医馆的绿色风暴大型免费问诊活动，不
仅可以免肖量（肖小儿）、肖国兴、林素芳、梁建
民、肖祥军、宋科利、赵兴等医生六一节当天的
挂号费（不限量），到场儿童由专业医生诊断后，
还可以现场参与小儿药浴与艾灸的免费体验活
动以及免费儿保体验1次，当天下午更有“妈妈
课堂”为大家讲解小儿推拿的正确手法。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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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到10年内
很多种类的萤火虫

可能灭绝
成都商报此前曾报

道海口叫停萤火虫主题
园，并曝光了萤火虫利
益链条，同时还引用专
家共识和华中农业大学
副教授付新华及其研究
团队的发现，警示中国
萤火虫正面临灭绝风
险。今天，这个事实值
得我们再次警醒——

付新华的研究团
队走访海南、湖北等
地，发现萤火虫数量越
来越少。

栖息地的破坏给萤
火虫的生存造成了重大
打击。付新华的研究追
不上贩卖者捉虫的速
度。近几年，他野外寻萤
越来越难了。他估计中
国有200多种萤火虫，可
是在全部找出之前，也
许一些物种早已在这样
大规模的捕捉下灭绝。

付新华说：“网购萤
火虫、非生态的萤火虫
放飞、展览以及萤火虫
主题公园这类新型业
态所形成的庞大市场
需求，将直接刺激对野
生萤火虫的大量捕猎。
在未来5到10年内，很
多种类的萤火虫有可
能灭绝。”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彭女士
说，了解到
淘宝售卖萤
火虫的信息
后，她就想：
能不能联系
淘宝方面将
此类交易下
架？“毕竟没
有买卖，才
没有伤害。”

随 后 ，
她与“萤火虫
生态线”的陈
女士开始给
淘宝写信，呼
吁下架萤火
虫交易。信
件同时还发
送给了阿里
巴巴公益基
金会。

萤火虫养殖成本高
网售量大又廉价

“肯定来自野外捕捉”
成都华希昆虫博

物馆馆长赵力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萤火虫养殖
成本非常高，“有人试
过，一只的养殖成本就
在20元上下。”网上售卖
的2元甚至低于1元每只
的萤火虫，可以肯定来
自于野外捕捉，“多来自
于云南、广西等地区。”

中科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雪燕
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如果是养殖的萤火虫，
从幼虫到成虫需要半年
时间，“期间要用蜗牛喂
养幼虫，成本相对较高，
不会像网上有那么大的
出售量，还那么便宜。”

“目前这样大批量、高频
次捕捉野外萤火虫的趋
势令人担忧。”李雪燕表
示，这会破坏当地的萤
火虫种群。

另外，赵力介绍，萤
火虫寿命一般在一周左
右，从外地运输到成都
后，两三天后就会死亡。

这不是彭女士第一次“解救”萤火虫。
一周前，5月19日晚间，她在一个微信群里看

到，有人转发了秀丽东方景区的一则活动信息，称
景区在帐篷节期间“准备了上万只萤火虫”，供父
母带着孩子放飞。

彭女士关注了不久前海口叫停萤火虫活动的
新闻，“被放飞的萤火虫都是死路一条。”当晚她就
和朋友给景区微信留言，“希望景区能取消放飞萤
火虫的活动。”由于没收到回应，第二天，她又拨打
景区客服电话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5月20日下午，秀丽东方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考虑到彭女士等人的反馈，景区已
将萤火虫放飞活动取消。“承接活动的公司当时告
知我们，准备在淘宝上购买萤火虫。”该景区工作
人员透露。当天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登录淘宝网检
索“萤火虫”时，发现不少店铺在售卖“萤火虫活
体”，价格不一，100只左右的萤火虫活体每只价格
在2元左右，一万只以上批发价1元，“量大从优”。
另一户商家介绍，他的店每天可提供20万只萤火

虫，“十万只萤火虫每只8角”。根据“萤火虫生态
线”去年7月的一次统计，淘宝网出售萤火虫活体
的淘宝店铺多位于江西。统计显示，去年6月15日
至7月15日期间，淘宝网上萤火虫月销量249345
笔，交易总数量达到12556951只。

正是秀丽东方景区不经意间的透露，让彭女
士萌发了呼吁淘宝下架萤火虫交易，解救更多萤
火虫的想法。

彭女士目前在成都一家关注青年发展的公益
机构工作，在此之前，她是一家企业的公关。“我热
爱自然，也愿意学习新知。”彭女士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去年9月份，她参加了成都观鸟会举办的自
然讲解员培训营，当时培训营的招募帖称“希望学
员能保持对于自然、生命、生活的兴趣和好奇心”。

5月23日，向淘宝方面发呼吁信的当天，彭女
士还在微信上提示成都商报记者：“昨天是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在她看来，萤火虫虽小，但也是生态
链上的一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是事关人类未来
的大事”。

“喊停”淘宝野生活体萤火虫售卖
成 都 女 士 和 朋 友 的 一 封 信成 都 女 士 和 朋 友 的 一 封 信

一周前曾“叫停”景区萤火虫活动

她得知淘宝在卖萤火虫
便想呼吁下架此类交易

幕
后

出售萤火虫活体的淘宝店铺

多位于江西
去年6月15日～7月15日
淘宝网上萤火虫月销量

249345笔
交易总数量达到

12556951只

据“萤火虫生态线”去年7月统计

5月24日傍晚，淘宝网发布《关于野生活体萤火虫的禁售管理公告》，决定将
野生活体萤火虫纳入禁售商品管理范畴。看到这则公告，成都的彭女士和公益
组织“萤火虫生态线”的成员陈女士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欣喜，正是
她们一天前向淘宝方面发送呼吁信，引发了对方的关注和行动。

上周，因为彭女士和朋友们的留言和电话反馈，原本计划“放飞上万只萤火
虫”的秀丽东方景区取消活动。期间，彭女士得知景区原计划从淘宝网上购买萤
火虫。第二天，她联系上“萤火虫生态线”，打算向淘宝网写信，呼吁下架萤火虫
交易。信件三易其稿，直到5月23日上午才定稿，随后她们将信件发送给了淘宝。
5月24日，淘宝发布了野生活体萤火虫禁售公告。

这个现象
不容忽视

这个事实
仍须警示

她们她们
为何写信
“保护物种多
样性，是事关
人类未来的
大事”

淘宝淘宝
为何禁售
“过度捕捉萤
火虫，会对其
种群构成生
存危机”

小小光亮
留住萤火虫的

彭女士

◀淘宝网上一卖家
的萤火虫销售页面

▲淘宝禁售野生活体
萤火虫公告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