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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习近平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

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
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
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
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

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
观和全球治理观。要倡导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
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
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要善于运用
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中国发展
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

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
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要创新体制机制，把我们的制度优势、
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
势。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
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
等平台和渠道发声。各地区各部门要
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
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
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
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
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
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
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
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
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
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

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
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
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
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
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
（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
工作、解决具体困难。各级领导干部

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
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要加强
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
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
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各级党
校（行政学院）要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作为重要内容。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
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
研究水平。

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 5
月 31 日 17 时 30 分，15 头亚洲象群继续
向北迁移至玉溪市红塔区洛河乡与大营
街街道交界处，距昆明市晋宁区边缘近
20公里。

根据专家分析研判和象群活动轨迹，
象群有继续北迁的趋势，极可能进入昆
明市晋宁区、安宁市辖区。省林草局向

昆明市政府发出提醒函，建议提前预警、
提前布防，全面做好安全防范准备。昆
明市组织人员到玉溪市现场学习监测与
安全防范。

当天，现场指挥部共投入应急处置人
员及警力 360 余人次，出动警车、渣土车
76辆、挖掘机5台、无人机9架，储备亚洲
象食物18吨，投喂象群食物16吨。省森

林消防总队增派监测队伍和通信车，保
障现场监测和通信。现场继续实行24小
时不间断监测，研判迁徙路线，及时发布
预警，通过实施道路管制、人员疏散、投
食诱导、隔离围挡等应急措施，使象群未
进入两侧人口密集的玉溪市红塔区主城
区以及洛河乡政府驻地，确保了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云南北迁象群继续北上
距昆明晋宁20公里

离家跋涉八百多里，云南境内的
亚洲象群为何要一路向北？

除了缺食物、或迷路，科学家有
新的推测。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暨国际磁生物学前沿研究中心
研究员谢灿，和曾研究北美帝王蝶迁
飞与磁感应的南京农业大学青年教
师万贵钧有不同的观点。

大象一路向北，跟太阳
有关？

谢灿研究动物磁感应和生物导
航，5 月 30 日，他在朋友圈里提出，

“我更相信这是云南野生大象固有迁
徙本能的一次觉醒。有可能是因为
某次太阳活动异常引起的磁暴激活
了这种本能。”

5 月 31 日，谢灿告诉媒体称，如
果象群是为了找食物，那北上不一定
是好的选择，北上沿途的食物可能更
加匮乏。

长距离行进，一路向北，方向明确，
这并不符合单纯觅食的特征，他认为，
这些亚洲象更像是在迁徙——先北上，
然后可能掉头返回——南下。

但象群为什么要这么做？
动物迁徙和很多因素相关，其中

一个关键因素是地球磁场（简称地
磁）。地球上的很多动物都在地磁的
指引下，进行周而复始的季节性的长
距离迁徙。磁场的扰动或多或少都
会干涉到动物的迁徙过程。而太阳
活动会对地球磁场产生影响。谢灿
推测，这些亚洲象一路向北，更像是
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
被激发，而这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

太阳爆发活动及其在日地空间
引发的一系列强烈扰动，被称为太阳
风暴。太阳风暴过程中产生的高速
带电粒子流，在到达地球时，冲击地
球磁层，可引起全球范围的剧烈地磁
扰动，即地磁暴或磁暴。

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
的、大约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

据科技日报消息，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科学家 2020 年 9 月 15 日表示，
第 25 个太阳周期在 2019 年 12 月拉
开序幕，太阳活动慢慢加剧，预计
2025 年 7 月达到峰值，然后回落，到
2030年左右结束。

有趣的是，云南的亚洲象群开始
北上的时间，与太阳风暴、地磁暴发
生的时间吻合。2020 年 2 月 18-19
日，曾发生一次中等地磁暴。而据澎
湃新闻此前报道，有专家指出，前述
亚洲象是 2020 年 3 月开始向北迁徙
的。“云南发布”称，2020年 3月，该象
群沿太阳河保护区迁徙北上。

谢灿推测，一种可能是，太阳风
暴诱发了地磁暴，而地磁暴以某种方
式激活了这群亚洲象的迁徙本能。
但现在还不清楚它们是否南下，以及

“什么时候南下”。此外，资料显示，
2020年 7月另有两次地磁暴，分别发
生于2020年 7月 14日和 2020年 7月
24日-25日。

据“云南发布”消息，前述迁徙的象
群2020年7月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
南屏镇大开河村伤人，致1人死亡。

2021 年 4 月 15 日-17 日和 4 月

24-26 日，分别又出现了两次中小地
磁暴。巧合的是，前述亚洲象群 4月
16日开始北上进入玉溪市元江县，4
月 24日其中两头大象南下返回普洱
市墨江县境内。

大 象 为 什 么 能 找 到
“北”？

曾在美国合作研究北美帝王蝶
迁飞和磁感应机制的南京农业大学
昆虫系教师万贵钧博士向媒体表示，
很多野生动物，如海龟、鸟类、昆虫等
都具有迁徙的习性。前述亚洲象的

“远足”行为，具有类似大多迁徙性动
物跨纬度南北迁徙的特点。虽然只
有 400多公里的移动距离，但相对于
平原迁徙或者鸟类及迁飞昆虫的空
中迁徙，这群亚洲象则要付出更多代
价去翻山越岭，愈发衬托出北上之意
的强烈。

万贵钧同样赞成谢灿“地磁暴可能
以某种方式激活了这群亚洲象的迁徙
本能”的观点，当然本次北上的始发机
制或许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但
除此之外，很大概率上看不见、摸不着
的地球磁场还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
影响着这个迁徙的象群：定向和导航。

万贵钧解释说，迁徙的动物是怎
么知道它们在往哪儿走或者走到哪儿
的？这是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
（Science）发布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
问题之一。海龟、龙虾、鼹鼠、一些鸟
类都能感知并利用地球磁场以帮助它
们辨清方向或所处位置等。前述亚洲
象在夜间更活跃，倘若它们可以本能
地感受到微弱的地球磁场并具有磁定
向或磁导航能力，那么以此来解释“断
鼻家族”没有东西偏航，能够“稳稳地”
保持跨纬度南北行进就顺理成章了。
众多证据表明地磁场可能通过一种量
子生物学反应被动物所感知。

2018 年 7月，南非比勒陀利亚大
学的 Rudi J.vanAarde 等人在《科学
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论文
称，他们分析了非洲南部八个保护片
区内的 139 头大象的运动轨迹，发现
只有25头大象存在迁徙行为；在雨季
和旱季，它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
个地方；但不是每年都迁徙。

他认为，人们不应该粗暴地阻
拦这些亚洲象迁徙，也许可以通过
一定的引导，使它们避开城市、村
镇，减少人与动物的接触，减少损
失。让象群在自然情况下完成北上
迁徙后，观察它们是否会返回，是否
会在亚洲象的一部分种群中建立迁
徙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可能是亚洲
象历史上从未被记载的新的迁徙模
式。

万贵钧表示，从物种保护角度来
讲，回归适宜的生态环境中，象群和
人类或许都将更加安全、和谐。它们
当下可能是在遵循本能，无意中踏上
这轮迁徙旅途，但如果“断鼻家族”像
大多数迁徙性动物秋季才开始回迁
（返回原栖息地），那将还有相当长的
时间与更多的未知。

为防止象群继续北迁，造成更大
威胁，云南省林草局此前成立亚洲象
北迁安全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和 7 个
专项工作组，原定5月 31日在昆明举
行发布会，但随后被推迟。

一路“象”北
或为地磁暴唤醒迁徙本能

●时间轴

它们究竟要去哪儿？
4月 16日——
17 头亚洲象群从普洱市墨江县迁徙至玉

溪市元江县。
4月 24日——
其中 2 头象返回普洱市墨江县，其余 15 头

象继续向北迁移，途经红河州石屏县，进入玉
溪市峨山县。

5月 27日晚——
象群一度进入峨山县城游荡。
5月 29日晚——
象群已进入玉溪市红塔区境内。
截至5月31日17时 30分——
15 头亚洲象群继续向北迁移至玉溪市红

塔区洛河乡与大营街街道交界处，距昆明市晋
宁区边缘近 20 公里。

●还有一拨

又有17头野象出没
已在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内“逛吃”9天

17 头去年南下的亚洲野象从 5 月 23 日起
进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逛吃至今
（5 月 31 日）。

据勐腊县勐仑镇人民政府公众号介绍，这
群野象是2020年底南下进入勐仑，是勐仑子保
护区内时隔 41 年再次发现的野生亚洲象群。
该象群包括 7头小象，此后这群野象便一直在
勐仑镇周边的村寨活动。

据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是野象继今
年 2 月 5 日以来第二次踏入植物园境内。目
前，野象尚未品食园内珍稀植物，勐仑管护所、
林业站、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正对象
群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全面掌握象群最新动
态。

5 月 28 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

5 月 29 日，工作人员组装用以监测象群行踪的无人机。

路上投放了菠萝等食物，希望能够吸引大象“掉头”南行。

●“堵象”之夜

今夜它会不会来？
四道防护网阻止大象北上

怕它们来！更怕它们乱来！5月31日晚，云
南玉溪一条山谷里，人与象，开始了又一个夜晚
的“较量”。这一夜，有仍打算夜行北上的象
群。或会不眠不休，因为它们上午“睡了一
觉”。有上百位紧急集结的“防象”人员，他们要
么开着渣土车来，他们要么架着无人机来。有
人来学习“堵象法”，有人来支援当地“堵象”。

玉溪市去红塔洛河乡的一条乡道，道路位
于两山之间的谷底，顺着河水延伸。此处是红
塔区洛河乡和大营街街道办交界处，距离玉溪
城12公里。大象就在附近山林中，它们会不会
沿河而上，逼近玉溪城？

5 月 31 日下午 7 时，山谷小桥附近的公路
上，一场另类的“现场会”开始了，一个多小时
前，15 头亚洲象群继续北迁，移至红塔区洛河
乡与大营街街道交界处，就是这个山谷地带，
此处距离玉溪城12公里，距离昆明市晋宁区边
缘近 20公里。根据专家分析研判和象群活动
轨迹，象群有继续北迁的趋势，极可能进入昆
明市晋宁区、安宁市辖区。

晋宁区和安宁市两地的相关部门都派员到
现场学习观摩，红塔区政府介绍了他们的堵象
办法。他们在大象北大的路上采取封路的办
法，另外准备了玉米、香蕉、萝卜和食盐等大象
喜欢的食物在反向路上投放，吸引大象南行。
来自指挥部的消息，他们现场准备了 18 吨食
物，已经投放了16吨。

顺河而下的公路，有 200 多米的路段完全
被隔断，用大卡车完全封住。工作人员在小河
里设置两条防象网，两辆大型挖掘机并排在河
里，完全隔断河道。另一辆挖掘机停在河岸低
洼处，防止有大象从河里上岸来。万一还是有
大象越过挖掘机呢，河里又架设了防象网，看
上去像电线，实际上是脉冲射电，不会对大象
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让大象有一种难受的
感觉，大象碰到电线后会绕道。

大卡车司机老张坐在车里耍手机，不停地
翻阅云南大象的新闻。“活子大半辈子，真的还
没见过野生大象。还真想看看，到底他们啥脾
气！”老张点了一支烟，烟头在黑夜中忽明忽
亮，“我今晚就睡在车里了，万一要移动车辆堵
大象。”

下午现场会时，几头大象已经在下游河谷
出现，距离封堵的路段两公里远，工作人员在
微信群里报告大象下河的消息。大家一阵紧
张，都以为大象会沿河北上，不知为何，大象在
河里晃悠一会儿，又原地上岸。

它们北迁的终点在哪儿，能不能原路返回
西双版纳的老家？答案一时无解。庞然大物，
人象没法沟通。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央视等

●专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