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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平顶山汝州抽干湖水抓“怪鱼”一事引起网友关注。多家媒体进
行直播，据悉目前还未抓到“怪鱼”，但已经锁定了怪鱼的藏身之处。7月15日，
园方已经组织了捕捞，但因水域面积大，水下情况复杂，捕捞无果。当地市民此
前拍摄的视频显示，“怪鱼”体型较大，尖嘴长牙，身体有花纹。

据了解，汝州市中央公园由北向南绵延7公里，总规划面积283万平方米，整
个公园有水系贯穿其中，南北长5.5公里，自北向南建有五湖，水面总面积约
50.54万平方米。此次抽水的云禅湖为人工湖，大约有数十万立方米的水量，水面
面积达三百亩。对于“怪鱼”，多位专家以及汝州市政府工作人员确认系鳄雀鳝。

为了抓捕鳄雀鳝，当地已抽水多日，抽水量20余万立方米。据现场视频
显示，25日下午，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冒雨启用机械设
备进入鳄雀鳝藏身管道进行探测抓捕，目前仍未抓获鳄雀鳝。

工信部通报47款侵害
用户权益APP和SDK

工信部26日对都市酒店、
花筑旅行等47款侵害用户权益
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
和 第 三 方 软 件 开 发 工 具 包
（SDK）进行通报，要求这47款
APP及SDK在9月5日前完成整
改落实工作。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信
部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群众
关注的酒店餐饮类、未成年人
应用类等APP及SDK进行检
查，对发现存在侵害用户权益
行为的共227款APP和SDK提
出整改要求。截至目前，尚有47
款APP和SDK未按要求完成整
改。工信部对这些APP和SDK
进行通报，要求在9月5日前完
成整改落实工作。逾期不整改
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
展相关处置工作。 据新华社

重庆市森林火灾
各处明火已全部扑灭

近期重庆市北碚、巴南、大
足、长寿、江津等地先后发生多
起森林火灾。记者26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8时30
分，经各方共同努力，重庆市森
林火灾各处明火已全部扑灭，
全面转入清理看守阶段，无人
员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

针对当前森林草原防灭火
面临的严峻形势，国家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急
管理部强调，要压紧压实防灭
火责任，加强火情会商研判，深
入组织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
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严格高
火险区农事用火审批管理，加
大监督执法力度，严惩火灾肇
事者。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加
强防火检查，遇有高温干旱等
高火险天气，坚决对重点林区、
公园景区等实行封闭管理，全
力化解火灾风险。健全完善应
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有针对
性地开展实案化、实战化训练
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
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我国亚轨道运载器
重复使用飞行试验
取得圆满成功

8月2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升力
式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这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26日的消息。据悉，
飞行试验采用的运载器，经健康
检测维护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按照设定
程序完成亚轨道飞行，平稳水平
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成功实
现我国亚轨道运载器的首次重
复使用飞行。本次飞行试验的圆
满成功，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
输技术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
用的跨越式发展。 据新华社

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及关联犯罪

或将记入信用记录

记者26日从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
会获悉，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拟规定，
对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
联犯罪的人员，可以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采
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据介绍，2022年6月，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有
12390位公众提出了28406条意
见，包括建议加大对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人员的惩戒力
度、加强追赃挽损工作、提高公
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鼓励群
众举报奖励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发言人杨合庆表示，草案
三审稿充分吸收公众意见，加大
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人员
的惩戒力度。比如，进一步加大
对尚不构成犯罪人员的行政处
罚力度；进一步明确电信网络诈
骗分子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行
政责任以外，造成他人损害的，
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等。

草案三审稿还增加规定加
强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的
宣传教育，增强宣传教育的针
对性、精准性；要求有关行业企
业对本领域新出现的电信网络
诈骗手段及时向用户作出提
醒；规定公众举报电信网络诈
骗的奖励制度。 据新华社

8月23日起，多家媒体跟踪直播，
超3000万人在线围观抓捕“怪鱼”。随
着湖水被抽干，“云监工”们的热情也
在减退。有人提出“可能湖中根本就
没有‘怪鱼’”，有人质疑“为了一条
鱼，如此大费周章值得吗”？

从7月15日首次组织捕捞作业开
始，汝州市城市中央公园管理方就为
抓捕“怪鱼”伤透了脑筋，长达一个多
月的围捕过程，说“大费周折”毫不为
过。问题是，“值得吗”？就目前的结果
来看，抓捕过程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
物力，而且占用了不少公共资源，似
乎是不值得的。不过，从另一种角度
来看，也正是因为消耗了这么多公共
资源，全民围观之中的抓捕也是“值
得”的——这是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
式告诉大家，不负责任的“放生”对环
境和资源的破坏有多么严重。

鳄雀鳝原产于北美洲，这种性情
凶猛的史前鱼类堪称“水中杀手”，它
不仅会对本土鱼类造成灭顶之灾，而
且会攻击接触水面的人类。不久前，
江苏靖江市一小区景观池内的鳄雀
鳝，就咬伤了池边戏水男孩的手指。
不仅于此，广东、广西、福建、河南、四
川、江苏等多地，近年均有鳄雀鳝的
野外分布记录。而这些鳄雀鳝的源
头，大多是盲目“放生”。因为鳄雀鳝

外形怪异、性情凶猛，有些人将其作
为观赏鱼饲养，又因其食量惊人、生
长迅速，有人始乱终弃置于自然水
域，并因此酿成生态灾难。

目前看来，无论是公园管理方还
是在线“云监工”，对于围捕“怪鱼”显
然都有些乐观。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围捕过程会如此漫长而艰难。但无论
从维护自然生态，还是从保障游人安
全的角度出发，都有必要将“怪鱼”验
明正身并彻底铲除。漫长而艰难的围
捕过程，其实是一种另类的提醒：只
有彻底斩断外来物种的入侵链条，才
能杜绝养痈成患。

目前，围绕着“怪鱼”的抓捕仍在
进行，相关反思也不应就此止步。实
际上，相比起自然水域来说，某些宠
物店和水族馆里的“怪鱼”显然更多，
而这也往往是流向自然水域、酿成生
态灾难的源头之一。仅以鳄雀鳝为
例，以此为卖点的网店不在少数，有
些网店月销售量超千条，它们最终的
流向令人堪忧。

在猎奇之路上疯狂试探的宠物
店和水族馆里，到底还有多少身世不
明的外来物种？这也是摆在相关部门
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赵志疆

有网友提出疑问，花费大量人
力物力，甚至不惜把湖水抽干，目的
就是要抓一条“观赏鱼”“宠物鱼”，
值得吗？

记者进一步了解，其实事情并
没有这么简单，鳄雀鳝可能对区域
水生态造成较大威胁。

媒体报道称，鳄雀鳝是肉食鱼
类，最长可以长到3米多，具有极强
破坏性。如若放到天然水域，会对当
地的水体生态系统带来灭顶之灾，

“只要是水里的活物，它几乎通吃”。
郑州师范学院生物学教授李长看认
为，一方面，鳄雀鳝是典型的肉食性
鱼类，战斗力极强，一般的淡水动物
都不是它的对手；另一方面，如果几
条鳄雀鳝同时进入区域水体，一旦
满足繁殖条件，势必给其他生物带
来威胁，破坏食物链，严重影响水体
生态环境。

公园游客的直观感受似乎也印
证了鳄雀鳝的生态危害。周边一名
群众介绍，以前湖里有很多鱼群，还
包括不少锦鲤，后来感觉确实少了。

公园负责人綦立介绍，之所以
“费这么大劲儿”抓捕“怪鱼”，主要
是因为湖里没有鳄雀鳝的天敌，长

得太大会危害游客安全，“特别是儿
童安全”。趁着旱季湖水少，为此架
设水泵尽快抽水抓捕。。

还有网友非常关注鳄雀鳝被抓
后如何处置，对此李长看建议，既然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抓捕，就应该让
它尽可能发挥价值，可以送到海洋
馆、水族馆，让它“现身说法”，用作

“外来物种生态风险”的科普教育，
也可以制作成标本，或者进行销毁
等无害化处理。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
物学教授邓学建表示，鳄雀鳝与国
内鱼类食物生态位和栖息生态位是
重叠的，在竞争环境下，情况严重可
能导致本地物种灭亡。

“（抽水）捕鱼是必须要做的，不
能让它成气候，一旦成气候，后果不
堪设想。”邓学建说，如果鳄雀鳝在
我国一些淡水水域繁殖将带来很大
问题。雀鳝繁殖速度快，每年可以产
数万枚鱼卵，卵有毒，呈淡绿色，为
粘性，粘附于水草或砾石上，“一旦
繁殖将成为问题”。

对于网友好奇雀鳝是否能吃问
题。邓学建表示，雀鳝可以食用，但
需将皮完全剥掉，且卵有毒。

不久前，当地市民反映，在汝州市
中央公园云禅湖发现一条长达七八
十厘米的长嘴怪鱼，并将拍摄到的画
面发到了网上。随后有“眼尖”的网友
认出，“这是高危外来生物鳄雀鳝”。

经相关部门鉴定，这条“怪鱼”
被确认为外来物种鳄雀鳝。

汝州市政府官网显示，城市中央
公园全长5.5公里，占地面积283万平
方米。公园包括北部森林公园、中部广
成公园、南部湿地公园三部分，自北向
南形成云禅湖、丹阳湖、望嵩湖、天青
湖、鹳鱼湖等五个湖区。

有媒体报道，7月15日，园方首
次组织捕捞作业，由于湖体面积过
大，水下情况相对复杂，所以并没有
将其抓获。

汝州市城市中央公园管理方对
记者表示，自社交媒体平台出现“汝
州市中央公园疑似出现外来入侵物
种鳄雀鳝”的视频以来，公园运维单
位高度重视，积极组织人员设备，采
取三管齐下的抓捕措施：安排人员

携带声纳设备和抛网进行全湖搜
寻；联系专业捕鱼机构（人员），采用
专业设备，对疑似鳄雀鳝进行抓捕。
由于云禅湖湖底水草繁茂，且存在
地下顶管等复杂设施，难以确定这
条“怪鱼”位置。

为了将其围捕，云禅湖近30万
立方的湖水，经过一个月的抽水基
本被抽干

“现在湖水抽干了，‘怪鱼’躲藏
的管道与下游的湖相连，救援队正在
想办法将管道内积水抽干，尽快抓到
它。”现场一位目击者告诉记者。

他称，目前，这条“怪鱼”的位置
已被锁定，当地虽然在下小雨，但不
影响作业，三支救援队的工作人员
已经携设备进入到管道，但“怪鱼”
尚未被抓到。

对于网友担忧的“抽出的湖水
去哪了？是否造成浪费？”等问题，汝
州市城市中央公园管理方告诉记
者，园内五湖依地形而建，水系贯
通，五湖相连，不会造成水浪费。

名称：鳄雀鳝
寿命：26-50年（雌性通常比雄性活得更久）
体长：一般两米，最长可达3米
特征：身体呈长筒形，背部呈褐色或橄榄色，腹

部为浅色，吻部前突，口尖似鳄鱼，密布锋利的牙齿
食性：肉食性鱼类，几乎所有水里活物都吃
分布范围：墨西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

湾沿岸河流和河口水域、密苏里河和俄亥俄河下游
以及尼加拉瓜境内的两个湖泊

为抓一条怪鱼
抽干一湖清水

值不值？

围捕“怪鱼”
难度在哪里？

据媒体报道，
公园湖面非常广，
而且水深也不等，
有的地方是两三
米，有的地方是五
六米，最深的地方
能够达到七八米，
而最深的这个位
置就是这条鱼藏
身的位置，也就是
在U型管道当中。
这个位置一是光
线比较差，二是氧
气不够充足，另外
里面还存有淤泥、
水草等，也给工作
人员的围捕增加
了很多难度。

抽干湖水
围捕“怪鱼”
成本大吗？

据记者介绍，
围捕“怪鱼”前期
主要由管理方的
工作人员来进行
水体打捞，包括排
水工作等，这方面
成本并不是特别
高。但是后期这几
天，鳄雀鳝所在的
位置比较特殊，要
想在管道里抓到
它，光凭景区工作
人员，可能存在一
些难度，所以社会
中一些义务救援
队也加入其中，有
将近20人。因为这
个鱼比较狡猾，而
且洞内情况不明，
所以接下来的围
捕工作还需要再
持续一段时间。

鳄雀鳝
进入水体

危害在哪里？

一个是危害
粮食安全，一旦进
入养殖水域，鳄雀
鳝的捕食作用会
导致养殖种严重
减产甚至绝收；

二是危害生
态安全，鳄雀鳝对
本土水生生物的
捕食作用，可以直
接导致本土鱼类
等水生动物种群
的急剧下降甚至
灭绝，影响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
的稳定；

三是危害人
民群众健康，在极
端情况下，鳄雀鳝
对人类有一定的
攻击性，但不用过
于恐慌。

怪鱼
档案

抽干湖水围捕“怪鱼”，
一次“放生”何以让人大费周章？

“锁定”怪鱼 尚未抓获

重点聚焦

怪鱼为何出现在人工湖怪鱼为何出现在人工湖？？
疑似“人为放生”，一条鳄雀鳝幼鱼十多块钱

“鳄雀鳝的扩散大部分还是人
为传播，汝州发现的这条‘怪鱼’，可
能是被人购买养殖后放生到湖泊里
的。”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岗位科学家顾党
恩说。汝州市城市中央公园管理方
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目前，经相关
专家推测疑似“人为放生”。

顾党恩表示，目前，外来鱼类从
国外引入到我国主要有两种途径
——水产养殖和观赏渔业。由于鳄
雀鳝体型较怪异，满足人们的猎奇
需求，是观赏水族的常见种类，再加
上不适合食用，我们国家的鳄雀鳝
很大可能是作为观赏鱼引进的。

据了解，在养殖水体中，目前鳄
雀鳝数量并不少，主要集中在广东地
区。由于繁殖量大，线上、线下都很容

易买到，价格也相对便宜。记者在电
商平台搜索“鳄雀鳝”，发现一条鳄雀
鳝幼鱼十多块钱就可以买到。

今年8月1日起，农业农村部、自
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联合发布
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正式开
始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针对外来
物种防控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
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未
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
来物种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物安全法》第81条进行处罚，涉嫌
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据此前媒体报道，汝州警方工
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如
涉及违法会移交公安。

抽干湖水抓鱼值得吗抽干湖水抓鱼值得吗？？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危害游客安全

综合新华社、央广
网、极目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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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