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遍地都是蚯蚓，搬块石头
下面就有好几条

上世纪九十年代，干地龙
卖1元钱/公斤

从
前

周边田里的蚯蚓越来越少，每
次都要骑车到远处的山上才能见到

干地龙的收购价格每公斤涨到
了200多元

现
在

除了捕捉野生蚯蚓，玉林
市近年来也开始了人工蚯蚓养
殖。不过与野生蚯蚓相比，人工
养殖的蚯蚓收购价格要低些，
而且没有形成替代野生蚯蚓的
规模。

7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陆
川县大桥镇一家蚯蚓养殖场。工
作人员陈杰指着蓝色大棚告诉
记者，里面养殖的都是大平2号
蚯蚓，之所以养在大棚里，主要
是为了防雨，因为玉林离海边比
较近，暴雨到来的时候容易把蚯
蚓淹死。

据陈杰介绍，在玉林地区共
养殖蚯蚓 60 余亩，现在每亩每
年可产蚯蚓 6000 斤，按照每斤
保底收购价5元钱来算，每亩地
每年收入是3万元。另外蚓粪是
天然的有机肥，还能卖给大棚蔬
菜，种植出来的有机蔬菜口感
好，相对价格也高。

据陈杰介绍，养殖蚯蚓平时
主要喂食牛粪和猪粪，喂食可到
周边乡镇收购，价格大概每吨
100多元。这种蚯蚓不钻地，常在
地表活动，养殖密度很高，每平
方米有五十斤左右。

而收获蚯蚓的时候，在隆起
的养殖床边撒点料，蚯蚓就会往
边上爬，然后用铲子直接可以铲
出来。收获的蚯蚓也不用开肚，
用某种药物将蚯蚓肚里的沙土
吐干净后，经过清洗，打包放在
冷库储藏。集够32吨的时候，药
厂会来收购。

据了解，在河南商丘，也有
很多养殖户在田间养殖大平 2
号蚯蚓，但养殖过程中因容易发
生暴雨、酷热，还容易被其他鸟
类啄食，所以最终产量只有广西
大棚养殖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每
平方米收获 10 斤蚯蚓左右。但
陈杰说，河南养殖的优势是牛粪
便宜、土地平整，很容易投料。

陈杰称，他所在的蚯蚓养殖
厂共投资400多万元，其中包含
推土机和传送履带在内。接下
来，陈杰打算把当地的污泥拉回
来让蚯蚓分解，然后每吨可以得
到政府补助200元钱。这样把购
买牛粪的钱省了，还有助于乡村
振兴、保护环境，这也是蚯蚓养
殖厂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30 岁左右的陈杰在广西养
殖蚯蚓有3年时间了，他所在的
养殖厂在陆川县、博白县、合浦
县均设有养殖基地。在陈杰所在
的办公室，记者还看到了其所属
公司生产的地龙蛋白（饮品）、地
龙茶、地龙蛋白酒、地龙口服液
等保健品。其表示，公司每年向
大型药厂提供的养殖蚯蚓有
5000吨。

（文中陈志明、小青、王勇、
刘聪、陈杰均为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实习生 曾怡 发自广西
玉林

近段时间，全
国多地出现的电击
蚯蚓现象引发关
注。记者近日在广
西玉林相关县城、
村镇走访时，多人
告诉记者，野生蚯
蚓经过多年捕捉，
已经变得稀少，尤
其是电击蚯蚓的工
具“地龙仪”出现
后，野生蚯蚓的数
量急剧下降。而地
龙的收购价格，从
上世纪90年代每
公斤 1元钱，涨到
七八年前的每公斤
40、50元，再涨到
现在的每公斤200
多元。

根据《中国药
典》记录，在我国几
百种蚯蚓品种中，
具有药用价值的有
4种，分别是：钜蚓
科动物参环毛蚓、
通俗环毛蚓、威廉
环毛蚓和栉盲环毛
蚓。前一种蚯蚓干
被称为“广地龙”，
后三种被称为“沪
地龙”。广西玉林生
产的蚯蚓属于广地
龙，药用价值高，主
要用于缓解惊痫抽
搐、半身不遂、高血
压等症状，是心脑
血管疾病用药的原
材料之一。

不仅在广西，
据媒体报道，河南、
云南、贵州、福建等
其他地方也存在电
击蚯蚓的现象。专
家担心，照这样发
展下去，某些种类
的野生蚯蚓未来几
年可能面临灭绝，
这对生态的破坏或
许是不可逆的。

据了解，我国有600多种蚯蚓，其中被收录
进《中国药典》的只有四种，即钜蚓科动物参环
毛蚓、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和栉盲环毛蚓。
前一种蚯蚓干燥体习称“广地龙”，后三种干燥
体习称“沪地龙”。广地龙春季至秋季捕捉，沪地
龙夏季捕捉。

根据《中国药典》介绍，地龙主要用于缓解
高热神昏，惊痫抽搐，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肺热
喘咳，高血压等症状。广地龙主要分布在广东、
广西和福建、海南等地，沪地龙主产区在上海、
浙江、江苏、安徽一带。

在玉林市最大的地龙批发地——银丰国际中
药港，专业收购地龙的商家有十多户，收购价格普
遍在200元/公斤以上。除了当地生长的广地龙外，

还有海南运输过来的。
商户王勇告诉记者，这里的地龙多是周边

乡镇用地龙仪电击出来的，收购回来后拿到中
药港做批发。“地龙可以随便去打，也没有人管，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保护动物。”王勇说，经过这
几年电击，陆川县和博白县已经捉得差不多了，
现在电击地龙要开车走到很远的地方，“原来一
天捉100多斤，现在捉20斤就已经很不错了。”

另外一家商户刘聪说，现在地龙销售风险很
大，还有部分广地龙是从外省养殖后收购回来
的。刘聪告诉记者，广东现在已经不让电击野生
蚯蚓了，“但广西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定，农户去电
击蚯蚓的时候，把大的小的都抓了，太小的不能
开肚，就直接晒干做饲料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玉林中药港收购的野
生蚯蚓最终都流向了各地的药厂。有商家告诉
记者，其中包括同仁堂、康美药业等知名药企。

当记者拨打相关药企的电话，询问地龙药
材的来源时，公司办公室人员和药店人员均表
示并不清楚。而在安徽亳州一家地龙养殖合作
社，对方称同时在收购野生蚯蚓，其表示本身
就是一家药企。该养殖合作社官网显示，其背
后投资方为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

“药厂主要提取蚯蚓里面的蚓激酶，现在
蚓激酶每公斤卖到20多万元。”蚯蚓养殖场工
作人员陈杰介绍，随着现在高血压和心脑血管

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对蚓激酶的需求量也会越
来越大。但他不会收购附近农户电击的蚯蚓，
因为规格有大有小，里面可能重金属超标。另
外，捕猎野生蚯蚓与环保要求相违背，这种涸
泽而渔的办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对此，多位专家学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法律法规对野生蚯蚓的保护还属于滞
后状态。在遇到电击野生蚯蚓等行为发生时，
除了一些地方有专门的约束法条之外，往往难
以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对当事人进行惩罚。他
们建议，采取加快立法、动态调整野生动物名
录、加大公益诉讼力度等措施，保护野生蚯蚓。

蚯
蚓
的
价
值

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收购价格普遍在200元/公斤以上

在玉林，捕捉蚯
蚓已经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不少收购商
骑着摩托车到农村走
街串巷进行收购，然
后贩卖到玉林中药
港，再经物流发往全
国各地。

近年来，随着地龙仪的使用，多地掀起了
电击蚯蚓的热潮。这种随处可见的“公共资
源”，成为一些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在广西，作
为中药材的“广地龙”遭遇尤甚。

7月底，记者来到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在当
地农户指引下，记者在大桥镇找到一家木匠
铺，女主人小青是电击、倒卖地龙的小商贩。小
青介绍，她已经“入行”七八年了，每到大雨过
后，都会拿着地龙仪到很远的地方搜寻蚯蚓踪
迹，特别是清晨蚯蚓爬出地面之时。目前，小青
家里有七八斤干蚯蚓等着售卖。

“我们这边都是用电打的，现在收的干蚯蚓
120元/斤，等到八九月份的时候可能卖到130元/
斤。”记者见到小青时，她正在房子后面的菜园里

浇水。她说现在处于电击蚯蚓的淡季，因为天气
过于炎热，地面干燥的情况下，很多蚯蚓钻不出
来。而且由于常年捕捉，周边田里的蚯蚓越来越
少，每次都要骑电动车到远处的山上才能见到。

与出门打工相比，小青觉得电击蚯蚓赚钱
要多些，工作时间也比较随意。她花500多元购
买了地龙仪，一般情况下，仅仅一个上午，就能
捉到十几斤湿蚯蚓，能卖100多元，有时候甚至
可以收获二十多斤，卖200多元。

玉林中药港商户陈志明向记者展示了地龙仪
的效果：将地龙仪插到地上后，不到两分钟时间，
十多条蚯蚓从地下爬了出来，有些小蚯蚓不停在
地上翻跳，想要远离地面；也有附近的小青蛙、甲
虫等动物被惊醒，从土地里钻出来开始走动。

野生蚯蚓数量越来越少
现在要到很远的山上才能电到捕捉方

在陆川县乌石镇，记者找到了收购蚯蚓
的陈先生，他是中药港商户陈志明的弟弟。“今
年地龙生意不好做，要便宜些。”陈先生告诉记
者，今年地龙价格下降可能与疫情持续以及养
殖户增多有关。他收购的蚯蚓都是野生的，凑
够几百斤就发货到玉林市中药港，他的两个哥
哥都在那里做地龙批发生意。

陈先生看上去有30多岁，回忆起小时候，他
说当时见到遍地都是蚯蚓，搬块儿石头下面就
有很多条，而现在附近都没有了。“七八年前刚
开始有地龙仪的时候，一天在地里能抓三五百
斤，甚至有些人抓1000斤，现在越来越少了，很
多地方基本看不见了。”陈先生说，当地地龙收

购行业一直存在，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干地龙
卖1元钱/公斤。地龙仪出现后，当地蚯蚓开始大
幅减少。据陈先生介绍，近年来，干地龙的收购
价格已经从每公斤四五十元涨到了200多元。陈
先生说，他也有地龙仪，但自己现在已经停止了
电击，因为附近很难找到野生蚯蚓了。

陈先生听说，现在广东、海南不让电了，
“但广西没有”。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广东省
修改了该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明文禁止
使用电击、电子诱捕装置猎捕野生动物，同时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制造、出售规
定的猎捕工具。不过，记者查询相关部门官方
网站，并没有看到禁止捕杀野生蚯蚓的规定。

亩产可达6000斤
仍无法取代
野生蚯蚓

另一种生意

养殖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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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23时30分，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
电体育局在“掌上张家界”发布消息称，8月8
日12时左右，在张家界市举办的第十届“天
路”自行车挑战赛结束后，参赛骑手贺某骑
行返程途中，于下山公路一弯道处不幸发生
意外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8月9日上午，记者辗转联系上遇难女骑
手贺某的丈夫朱先生，他告诉记者，此前妻
子一直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四年前开始骑自
行车并参加比赛。这是妻子第一次到张家界
天门山参赛，没想到遭此不幸。妻子的遇难
让朱先生悲痛不已，他告诉记者，妻子比较
沉稳，运动时常常会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8日晚间，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表示，事故发生后，相关职能部门及赛事举办方
已迅速展开情况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事故发
生后，记者联系到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协会工
作人员称，该赛事属于业余赛，没有申报备案 。

“妻子四年前开始骑自行车
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记者查询本次赛事执行机构之一的张
家界市自行车协会官网，其发布的参赛骑
手名单中，女子公路组中只有一位姓贺，
为44号骑手，来自冷江骑乐无穷俱乐部，
其选择的是A套餐：即8月7日、8日两场赛
打包350元/人（含保险、含两晚三星同级
住宿、补给、号码牌、纪念品、赛事精美纪
念奖章等）。

8月9日上午，记者辗转联系上贺某的丈
夫朱先生，朱先生告诉记者，妻子今年33岁，
湖南省冷水江人，他自己是湖南娄底市人。
他们于2009年元旦节结婚，一共生育了三个
孩子，其中老大12岁，老二10岁，老三才7岁。

据朱先生介绍，妻子嫁过来后一直在家
照顾老人孩子，“我父母身体都不是很好，全
靠她照顾。”朱先生说，妻子四年前开始骑自
行车，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但到张家界天
门山参加比赛，贺女士还是第一次。朱先生
评价妻子是个比较沉稳的人，运动时会做好
安全保护措施。

公开报道显示，在2021年12月16日举办
的“巅峰湖南·2021”六大名山登山赛（冷水
江站）中，登山组女子组冠军由选手贺女士
以37分12秒的成绩夺得，该组赛程长度为8.7
公里，道路情况复杂。由此可见，贺女士综合
体能应该不错。除了跑步、骑自行车，贺女士
也在健身房健身。

丈夫质疑安全措施不到位
相关部门已展开情况调查和善后

悲剧发生后，朱先生赶到张家界天门山
事发现场。“一点防护网都没有，安全防护措
施不到位。”朱先生告诉记者，事发现场公路
位于一个很大的弯道处，下行右下方是40米
左右的悬崖，悬崖底部是水泥公路。“路边有
水泥墩子，高只有50公分，中间间隔60公分，
自行车直接从中间冲出去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朱先生悲痛万分，三
个孩子也已知道妈妈永远离开了他们。8月8
日19时27分，朱先生更新朋友圈动态，发布

《哀我亡妻》短文：“2009年元月一日入我朱
家，生有大女、二子、三子。（妻子）温柔贤惠，
照顾父母，伴我前行，如此贤妻突招此难，离
我而去，我心何忍，痛之又痛！思过往，而不
能重生。我何以面对？”

事发后，记者多次致电此次比赛执行机
构张家界市自行车协会和张家界天马文体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均未获得回复。张家
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表示，事故发生
后，相关职能部门及赛事举办方已迅速展开
情况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新华社酒泉8月9日电 8月9日12时11
分，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泰景一
号01/02星和东海一号卫星共3颗卫星顺利
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泰景一号01/02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
感服务，东海一号卫星主要用于验证微小型
偏振光相机多模式遥感探测技术。

这是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

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
发射成功

张家界自行车赛
一女选手坠崖身亡
其丈夫：妻子四年前开始骑自行车，

留下三个年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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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
保局、国家药监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
加强短缺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
选药品的生产储备监测工作。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省级会商联动机制
作用，进一步加强信息联通共享，强化监测
预警，完善短缺药品分级应对管理措施，指
导监督企业履行好信息填报义务，不断提升
药品生产供应保障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健康需求。

通知明确，列入监测范围的品种包括国
家卫健委公布的国家短缺药品清单品种、国
家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品种，
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中选药品。监测品种目录实施动态调整。

列入监测范围的企业包括短缺药品生
产企业、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企业、
重点短缺药品储备企业。监测企业目录实施
动态调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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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行业一直存在
几年间收购价格上涨四五倍商户

最终都流向了各地的药厂
需求量会越来越大流向何处

四部门部署加强
短缺药品和集采中选药品

生产储备监测

野生蚯蚓遭“灭绝式”电捕
地下藏着完整产业链

电击土地后，不到两分钟，野生蚯蚓顶着烈日爬了出来

玉林中药港某商家在仓库储存了很多吨野生蚯蚓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