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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立法：野生动物保护

立法目的再讨论
王敬波  王  宏  

随着人类环境的变化和生态意识的提升，

野生动物法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促使人类中心

主义发生改变。近年多发的人畜共染传染病也

在向人类发出警告，人与动物和谐共生才能维

护生态平衡，提升人类福祉。省思我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治发展状况，尤其是我国现行《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现实，对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提升《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科学化程度无疑有

所裨益。立法目的决定整部法律的定位、原则

以及实施。本文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

目的出发，探寻《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立法目的和法律现实存在较高的偏离

度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1 条规定 ：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制定本法。”该条从三个层面说明了立法目

的。第一，“保护野生动物”从一般意义上宣示

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第二，“拯救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使用了比“保护”更有力的“拯救”，

表明促使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脱离危险的强烈

目标。第三，“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从递进关系上阐明野生动物

保护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野生动物保护是

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必然方式，生物多样性是维

持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通过

《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标的表述，野生动物

保护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建立。应

当说，《野生动物保护法》1 条表述显示了很高

的站位，但遗憾的是该立法目的与整部法律并

不完全匹配，具体制度对立法目的的偏离造成

立法目的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一）普遍保护的理想和重点保护的现实

1. 普遍保护的目的与有限的保护范围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自 1988 年制

定，1989 年实施之后，经历 2004 年、2009 年

和 2016 年三次修正。现行的法律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至今。1988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 1 条规定：“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

态平衡，制定本法。”两相对照，关于立法目的，

有三处变化：2016 年增加了“保护野生动物”“维

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删除了

“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表述。

值得肯定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删除了利用

野生动物资源的表述，坚持了在立法目的的表

述中，野生动物保护的唯一性，反映法律的价

值取向更倾向于公益性，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

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野生动物保护的观

念深入人心。

然而旧法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的传统惯性

仍然是存在的。在宏大的立法目的之下，第 2

法学前沿



5

条迅速将法律保护的范围进行了限缩，“本法规

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1988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

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 ：珍贵、濒危的

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其中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即俗称的“三有”动物。2016 年修改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将“三有”动物的概念修改为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该条规定虽然比 1988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2 条的范围更宽泛，但是和第 1 条的对野生动物

普遍保护的表述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由此

可见，虽然立法目的发生了变化，但是该法第

2 条和第 1 条之间的落差并没有缩小，甚至因为

第1条目标的拔高，加大了和第2条之间的差距，

而第 2 条显然决定了该法的基调，也因此决定

了该法仍然是围绕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

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进行立法。

2. 普遍保护的目的和重点保护的制度现行

《野生动物保护法》共计 58 条。条款中所指的

野生动物包括全部野生动物的，只有两条。一

个是第 20 条：“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和禁猎（渔）

区、禁猎（渔）期内，禁止猎捕以及其他妨碍

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野生动物迁徙洄游期间，在前款规

定区域外的迁徙洄游通道内，禁止猎捕并严格

限制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迁徙

洄游通道的范围以及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活

动的内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另一个是第 38

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

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

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

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

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从整部法律的条文数量看，

95% 的条文是从珍贵、濒危的和“三有”（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动物保护的角度设

计的。

无论是从第 1 条的立法目的和第 2 条适用

范围的迅速转换，还是从整部法律的条款对比，

该法秉持的原则并没有贯彻第 1 条立法目的所

显示的野生动物的普遍保护，而是针对“珍贵、

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特别保护。《野生

动物保护法》虽然在立法目的上认识到应从生

态平衡的角度对所有野生动物进行保护，但是

在具体实施中仍然将保护范围限定于珍贵、濒

危的和“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动物。

（二）具体制度偏离生态平衡的立法目的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仅有 29 条一个

条文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之立法目的有直接相关性，该条

规定 ：“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以人工

繁育种群为主，有利于野外种群养护，符合生

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尊重社会公德，遵守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在该法中并没有维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具体措施。第 1 条关于

立法目的的多元化的表述并无法掩盖《野生动

物保护法》实施中单一的目的和功利化的现实。

与之相关的《渔业法》的规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该法 37 条规定 ：“国家对白鳍豚等珍贵、濒危

水生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防止其灭绝。禁

止捕杀、伤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可以看出，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极其有限，

我国对野生动物的定义是出于其珍贵、濒危或

有价值的状态作出的。立法目的中确立野生动

物普遍保护的理念在条文中没有得到体现。对

那些大量的尚未发现有利用价值或不起眼的小

动物，该法根本未予保护，可能导致某些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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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看来不那么重要的野生动物无法得到相应保

护，进而逐渐沦为濒危物种。同时该法忽视了

没有利用价值或者所谓的“有害动物”，虽然它

们对维护生态平衡不可或缺。从动物的食物链

来看，普通动物是这个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

毁掉动物世界的食物链，同样也会危及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物并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这种人为地把野生动物界定为珍贵、濒危、有

益和有用的类别，是有悖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野生动物的，缺乏对动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照，

也是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与本法“维护生态

平衡”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二、立法目的中缺乏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和

生物安全的考量

（一）生命伦理观念是改变动物客体地位的

关键

人和动物共同生活于地球，对于生存空间

和条件的争夺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演化成你死

我活的残酷斗争。在有理性的人类利用科学技

术逐渐控制地球主导权的同时，人类需要思考

如何对待动物。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深层价值

理念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同的价

值理念的发展阶段又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了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内容和效力。第一阶段，在人类

社会的蒙昧时期，人类将动物神化，许多民族

的祖先把动物作为图腾加以崇拜。第二阶段，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将动物作为财产。第三阶段，

人类社会近现代，人类开始针对动物保护进行

立法，社会的价值理念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从过去单纯财产的

角度看待动物发展到从资源持续利用的角度看

待动物，将动物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

缺的资源。第四阶段，当代社会，关于动物保

护的价值理念在发生变化，动物福利保障、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等理念被纳入法律制度中。

从动物保护法发展的过程看，在传统野生动物

资源的观念之下，野生动物成为了资源，保护

是方式，利用是目的。但是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

野生动物是保护的对象，保护是原则，利用是

例外。从动物资源观到生态文明观的进步促使

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的升级。

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直接决定动物在法

律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动物是否能成为民事法

律主体，学界的讨论集中在“动物客体论”和“动

物主体论”两种观点。动物保护法都是由人来

制定的，就此而言，似乎动物无法摆脱客体的

命运。受食物链、经济发展、道德水平和文明

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动物仍然被视为资源，根

据我国《物权法》49 条所表述“法律规定属于

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我国

目前的法律制度中秉持的是动物客体论。

生态文明观的演进促使立法转化视角，动

物伦理学的出现为动物的保护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少国家从动物福利保障法治角度加强动物保

护的伦理义务。人类生态价值的存在与否取决

于人类的存在和评价，但生物生态价值和地球

生物圈的价值则不取决于人类是否存在和是否

评价。有人类存在和评价就一定存在人类生态

价值，没有人类存在和评价时，生物生态价值

和地球生物圈价值也依然存在。从生态的角度

说，人类和动物都是地球的主人，动物拥有生

命的同时也拥有意识，所以任何动物都应当是

独立的生命体。

实践中发生的虐待动物行为主要针对伴侣动

物、农场动物、流浪动物等并不属于《野生动物

保护法》保护对象的动物，需要另行制定动物福

利制度，禁止以虐待或者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方式

食用或利用伴侣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应

通过在具体条款中增加普遍保护动物的教育、禁

止虐待动物等内容促使社会文明观念的提升。另

外，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加“虐待野生动物罪”，

以增强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周全性，促使人类对

生命保持基本的尊重，维护人们的善性与文明。

（二）野生动物保护事关生物安全

法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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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的层面上来看，首次提出“生物

安全”概念的是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这份《公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法

律保障，促使人们把生物安全和外来生物入侵、

恶意生物资源勘探等活动，作为威胁生物多样

性的原因而加以关注。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

性最为丰富的 12 个国家之一，拥有森林、灌丛、

草甸、草原、荒漠、湿地等地球陆地生态系统，

以及黄海、东海、南海、黑潮流域大海洋生态

系。与此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破

坏比较严重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

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资源过度利用、工程

建设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着物种生存和生物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物种资源流失严重的

形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总体发展态势令人担

忧。其中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包括对野生动植

物资源进行过度乃至掠夺式开发，是造成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物多样性和生

物安全与野生动物保护关系密切。现行《野生

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的内涵界定较窄，

没有把与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有关的动物

放进来，导致一些“野生的动物”没有纳入法

律调整的范围，不能对相关交易、食用行为加

以遏制。

三、修改立法目的和具体制度的建议

（一）扩大保护范围，将普遍保护的立法目

的具体化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立法目的的普

遍保护落到实处。改变第 2 条的规定，扩大《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适用范围。不少国家都经历

了不断扩大法律保护范围的过程。例如，世界

上最早通过立法保护动物的英国早在 1822 年，

就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动物保护法《禁止残酷

和不当对待牲畜法》，该法又因其倡议者理查·马

丁的贡献而被称为《马丁法案》。保护范围经历

了从家畜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再到所有野生动

物的演变。最初，《马丁法案》的保护范围只限

于大型家畜。1911 年《动物保护法》的主要保

护对象也是家禽类。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后，英

国开始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其中，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成为重点保护对象。1976 年《濒危

野生动物法》问世。此后，英国还制定了诸如

《鲑鱼和淡水渔业法》《鹿法》《獾保护法》等法

律为珍贵物种提供专门保护。与此同时，英国

也陆续为所有野生动物提供立法保护，制定了

1981 年《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1996 年《野

生哺乳动物保护法》和 2010 年《栖息地和物种

保护规定》等法律，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动物

保护法律体系。

为了涵盖更多纳入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

很多国家采取了宽泛的动物分类学的界定方法。

例如，俄罗斯联邦《野生动物法》第 1 条“术

语概念”，“野生动物是指永久或暂时居住在俄

罗斯联邦领土上并处于自然自由状态，并与俄

罗斯联邦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自然资源有关

的各种野生动物的总和”。但宠物以及圈养的野

生动物（在动物园、水族馆等）不是野生动物。

日本所谓的鸟兽，单纯是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

作出的，包括了鸟类和哺乳动物。新加坡《野

生动物与鸟类法》规定 ：“野生动物与鸟类”包

括所有具有野生性质的动物和鸟类物种，但不

包括家犬、猫、马、牛、绵羊、山羊、家猪、

家禽和鸭。

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现代人类面

临的一场艰难的博弈，后者是否能够胜出，关

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的

困境，并以足够的勇气为了生命的延续舍弃眼

前的利益。扩大法律保护的动物的范围，是生

态法治观的重要表现。“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野生动物的首要价值应为生态价值，

这是科学、社会、经济等其他一切价值存在的

基础，理应在多元价值排序中处于优先地位，

并得到法律优先保护。”任何一种野生动物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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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中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应对

其实行普遍保护，但可根据不同物种的珍稀、

濒危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重点

保护。生态平衡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

求和社会要素，理应更多地体现于野生动物保

护法中。

（二）在立法目的中增加生命伦理和生物安

全的内容

《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已经进入审议阶段，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是否还有必要规定生

物安全问题？虽然《生物安全法》中有关于动

物安全等相关内容，但是两部法律的立法角度

并不相同，因此，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

定生物安全并将具体条文的设定与《生物安全

法》进行衔接，才能避免立法疏漏。建议在《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中增加“尊重生命

伦理和维护生物安全”并增设相应条款予以细

化。具体而言 ：可以考虑增加一条，分为两款，

第一款是“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应当

遵守动物生命伦理规范的要求。有关动物生命

伦理规范由国务院动物保护部门制定”。第二款

是“国家建立野生动物生物风险评估体系，监

控野生动物繁育、捕猎、管理等行为带来的生

物安全问题”。

（三）增加宪法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

依据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1 条没有将宪法

列为立法依据。我国《宪法》中有两个条款与

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第 9 条规定 ：“国家保障自

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

坏自然资源。”在宪法中明确对珍贵动物和植物

进行保护。“动物”一词入宪为动物保护提供最

高的法律依据。而且宪法的用词是比较宽泛的，

“珍贵的”作为形容词可以涵盖较大的动物范

围，甚至并不限于野生动物。2019 年 3 月 11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

写入宪法，从根本法角度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根本的法律保障，也为野生动物保护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依据。笔者建议在立法目的中增

加“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有助于体

现保护动物（含野生动物）的宪法精神，使得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依据更加明确。

（本文作者王敬波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

长，王宏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博士研

究生；文章转自法治政府网，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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