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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作和海洋相关的报道？
“真的结束了？从野外采集食物从此不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了吗？这是最
后的野生食物吗？人类和野性自然最后的物质联系即将变成不起眼的美食而
已？”
               —— 马克•库尔兰斯基，《鳕鱼》

海洋，是这个星球上最具活力，同时也是最缺乏报道的食物系统。全球大约
有10亿人依赖鱼类作为他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世界各国每年一共从海
洋捕获大约9000万公吨的野生鱼类和贝类。这相当于每一年都从海洋中移
除一次全部中国人口的总重量。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FAO）每
两年都会发布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为《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英文
缩写是SOFIA）的报告来鉴别海洋食品产业的发展趋势。这一系列报告和其
他来源的资料都指出，在过去的60年里，全球的野生捕捞量已经上涨了约
400% 。

野生鱼类的捕获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捕鱼量的增长，淡水和海洋产品的养
殖，或通常被称作“水产养殖”的产量，已经从1960年代的每年产仅几百
万吨提高到现在的每年超过六千万公吨。目前，水产养殖正以每年6.9%的
速率增长。这使得水产养殖成为现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畜牧产业。  水产养
殖业的发展趋势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而我们也正在日益接近陆地农业的可
耕地总量极限。气候变化，土壤退化和淡水短缺也将严重限制基于陆地的食
物系统。因此，海洋很有可能将在满足未来人类的营养需求方面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 。

然而，就在我们不断增加对于海洋的食物依赖的同时，却不断威胁着海洋的
复原能力。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给海洋环境带来持续的压力；海水温度持续
而显著的升高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鱼类迁徙模式的改变，极地，尤其是北
极冰盖的融化，开启了广阔的以前无法捕捞的新水域。下个世纪，对于这些
新出现的可获取食物来源的竞争将升级，各大强国将为了给本国人口确保这
些资源而争先恐后。

一个养鱼场，吕菲尔
克，挪威的大西洋鲑鱼
photo by erling Svensen / 
WWf-canon



海洋同样以戏剧性的方式发生着各种化学变化来回应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海
水的酸性由于工业生产排放到大气中的碳的影响而日益增强。现在的海洋也
受到氮、磷基营养物质的大量涌入，这些物质从产业化农业和废水处理设施
中排放到海洋环境当中去。由此，这些营养物质造成藻类的大量繁殖，并消
耗水体中的氧气 （这一现象被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目前，它已在世
界各地形成了超过400个大型的“死亡水域”。在这些区域中，水质因为缺
乏氧气而威胁到了渔业生产。全球一共有约245,000（二十四万五千）平方
公里的海洋受到了此种影响，其中面积最大的低氧水域位于中国东海的长江
入海口周边、墨西哥湾美国一侧的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处，以及在波罗的海的
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的区域。 

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海产品被认为是比陆基食品蛋白质更加健康的替
代品而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存在关于海产品中含有污染物的担忧，近期的健
康研究仍然发现日常食用海产品对于产前发育，心脏健康和神经弹性起到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权威的《美国医学协会期刊》针对
迄今为止的关于海洋食品的科学研究进行了一次“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食用海产品的整体利益远远大于其风险。

虽然上文所包含的所有消息可能会令我们对于海洋和人类的未来感到不安，
但实际上对于寻求报道海洋相关消息的记者来说却是好消息。最好的报道总
是发生在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关于未来的负面景象交叉之处。从这一角度来
看，海洋这一环境中的利益冲突比比皆是：气候变化问题，人口增长问题，
野生动物管理问题，能源开发和先进海洋畜牧产业的发展问题难以彼此协
调，又各自把自身所属的学科带入这一交叉混战之中。通过巧妙地把自己定
位在这些不同的学科和冲突的交叉点上，积极进取的记者们可以好好地做出
一番事业，或者至少能派生出一条报道海洋问题的新闻条线，这将有助于社
会更好地理解海洋的意义，以及未来如何以最佳方式分享海洋的资源。由于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鱼类和贝类捕捞者，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海产品的养殖者，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们在加入海洋问题的全球性对话当中处
于极为有利的位置。
 
在进入话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在一些基本因素中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选
择出可控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得自己的报道工作基于坚实的科学基
础，并且其表达方式将吸引现在和未来读者们的兴趣。把这一点记住，我们
就可以开始了。



野生动物还是食物？
“如果一群狩猎者在两辆高级全地形车之间的展开一张宽达一英里的网，并
以高速在非洲平原上拖动，想象一下人们会说些什么。这种梦幻组合，就像
电影《疯狂麦克斯》中那样，将以这种方式扫清路上所经过的一切：狮子和
猎豹那样的捕食者、犀牛和大象那样笨拙的濒危食草动物、成群的黑斑羚和
牛羚、家族群居的疣猪和野狗。即使怀孕的雌性也将会被网卷起并带走，只
有体格最小的幼年动物才能够钻过网眼……留下了的只有荒废的如同被爬犁
犁过一样的旷野……这种有效的但是高度非选择性的杀戮方式被称为拖网作
业……而这种作业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着，从北极的巴伦支海到南极的
海岸边，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中部的热带水域到科德角的温带海域。”

——查尔斯•科洛佛 《渔业的末日》

全球渔业的扩张
海产品是最后的野生食物。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野生海产品的开发却类似
于一万年前我们对于陆栖动物开发一般的粗陋：仿佛人类刚刚离开新石器时
代的洞穴，试图在食用成群的野生动物的同时保持他们长期的繁衍生息。

直到1970年代中期，试图合理利用野生鱼类的尝试我们对于野生鱼类的管
理也并没有比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在陆地活动中的管理技术好到哪里去。这
种管理不善源于人类对于野生鱼类种群数量变动因素的理解不仅贫乏而且不
完整。这一点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捕鱼
能力仅仅是大自然对于种群内部更新换代压力的一种补充而已。鱼类和贝类
繁衍能力非常旺盛。大多数鱼类每次都可以排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鱼
卵。其结果就是当“更新换代”发生的时候，鱼类有潜力以相对较快的速度
重新恢复其种群数量。前工业化社会中虽然存在一些个别的特例，在局部地
区出现了有针对性的过度捕捞，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渔业过度开发的全球
性整体趋势才被承认。

鱼类和人类之间发生的最大的关系变动应该是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新结
果。战时的海事技术研发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创新：声纳技术得到完善，使船
舶得以更加精确的远程定位鱼群和鱼类栖息地；石油类聚合物的研究取得了
重大进展，这样重量更轻的鱼线和渔网才得以被生产出来；渔船用柴油发动
机变得更轻更有力，提高了船只在海上捕鱼的范围和可以停留的天数；最
后，移动冷冻技术的进步让渔船可以随时冷冻他们的捕捞成果，然后继续捕
捞直至满载而归，这样给予了他们在广阔大洋上的作业能力。这一切增长的
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驱动因素：二战后受累于粮食危机的各国把渔
业当作缓解饥饿的重要补充。各国政府还纷纷扩展渔业船队，从而可以在远

全球渔业的扩张
primary production re-
quired (ppr) to sustain 
global marine fisheries 
landings,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local primary 
production
Sea around us, uBc 



离海岸的公海上行使国家主权。

以上的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所谓的“捕捞力量”，粮农组织将其定义为“在
一个给定的时间单位里渔场内特定类型的捕鱼工具的数量。”从二战结束到
现在，全球的捕鱼船队增加了75%，达到了400万艘。随着船只的增加，捕
鱼产量也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从1920年的2000万公吨提高到1980年代末
超过9000万公吨的高点。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
是已经有太多的船只、渔网和鱼钩遍布在各大水域里。根据世界银行“沉没
的亿万美元”（Sunken Billion）报告，全球渔业船队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实
现可持续捕捞渔获总量所需船队规模的两倍。

这种扩张的结果是一种被称为“过度捕捞”的现象：对某一特定的鱼类或者
贝类种群，或称“储备”的开采超过了其生产力的均衡点。每年的过度捕捞
现在估计导致了全球500亿美元的损失。上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世
界上75%的野生鱼类储量“表现不佳”——换句话说，这些储量被过度捕捞
从而无法再生产最大可持续的产量。尽管全球捕鱼总量在过去的20年中一
直保持得相当稳定，大约每年9000万吨，但是一些科学家却认为这种持续
性仅是一种错觉。《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卷的最新研究指出，在过
去的半个世纪里渔业日益进入越来越大的海域。即使全球捕鱼量趋于平稳，
捕鱼活动的海域仍然在继续扩张。换句话说，现在必须在海洋越来越大的区
域内捕捞，才能够维持全球捕鱼量的历史水平。.

改革的开端
科学与政策的交汇之处就产生了渔业的管理问题。因为许多鱼类的迁徙性很
高且不局限于国界的限制，各国必须寻求达成国际协议来制定渔业开采的理
性计划。但是这样的协议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国
对于谁最初拥有海洋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说，海洋所有权的
正常化可以看作理性渔业管理的第一步，而且各国只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
纪里，才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上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性认识。在1970
年代之前，世界各国对于公海的管辖权几近于无。1609年，荷兰政治哲学
家雨果•格劳秀斯撰写了一部题为《公海》或者叫《海洋自由》的论著，主
张某一国近海岸地区以外的海洋应该供所有人免费使用。350年来，这一论
著一直是管理跨国渔业的事实法律依据。

过度捕捞
overfiShing  
当渔获死亡率超过在最
大可持续产量MSY维持
时所造成的渔获死亡率
水平时，过度捕捞就出
现了。当一个种群遭遇
过度捕捞的时候，其种
群总量就会跌破可以生
产最大可持续产量MSY
的水平。

捕捞力量
fiShing effort
在一个给定渔场中存在
的 潜 在 捕 鱼 能 力 的 总
和 。 捕 捞 力 量 在 渔 业
管理公式中用“E”表
示。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总结的世界渔业趋势
Source: un food and agri-
culture organication, 2012

专属经济区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指一国家从领土基线算
起，自3海里到200海
里内的领海区域。专属
经济区最初由智利和秘
鲁在1950年代建立，
而后在意义重大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中得到了
承认。到目前为止，已
有164个国家批准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因此可以在从他们的海
岸线向外延伸至200海
里的范围内宣示专属权
利。



1950年代，各国纷纷发现自己的渔业资源几乎所剩无几，因而开始设立专
属经济区（EEZs）以后，这一情况才开始发生转变。智利和秘鲁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渔业产地（秘鲁鳀鱼），最早将领土排他性原则应用于从海岸线起
200海里（约370公里）之内的海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作为全面渔业政
策改革的《马格努森•史蒂文斯法案》的一部分，美国也于1976年单方面宣
布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最终联合国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编纂入国际法，
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III）。该公约起草
于1982年，并于1994年生效。一共有164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却尚未签署该公约。以下的地图显示了世
界各国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现代管理: 最大可持续产量，基于各方权利的管理
系统和基于社区的管理模型
随着领土所有权的明确，许多国家开始对自己的海洋资源“盘点存货”，并
且规划合理的可持续的海产品捕捞计划。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即使是最发达
的国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必须依靠随机取样和抽象的数学模型来判断一
个野生鱼类种群的大小和可捕捞量。还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一条条来清点海洋
里鱼的数量。有时，用来判断鱼类种群大小的模型本身就有缺陷，从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导致可持续捕捞量被高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该公约最为重要的作用
之一是确定了从海岸线
起以外200海里的范围
都 属 于 一 国 的 领 海 范
围。一共有164个国家
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而美国除外。

世界各地的专属经济区
（EEZS）

areas in black are high seas 
waters while red areas red 
are disputed regions.

Source: 
marineregions.org, 2013

挪威渔船 roaldnes

creDit: 
m tovik, 
MarrineTraffic.com



这一历史性的高估出现之后，渔业管理者开始引入，被称为“最大可持续产
量”或者MSY的概念，这一概念诞生于大约80年前。正如美国国家海洋渔
业署的定义，MSY是“长期平均捕获量或者产量的最大值，该产量可以从
一般的生态和环境条件下从鱼类储备或者储备复合体中获得。”MSY的基
本前提是对于一个给定的鱼类或者贝类种群能够并且应该计算出可以捕捞
到的最大值是多少，而该值的计算则是建立在对某种群现有生物总量，繁殖
率/再生产率，榨取率/该渔场现有捕捞力量的估计之上的。

对MSY管理方法的主要批评是，这个开发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到海洋生态系
统中的其他变量，包括种群波动的自然（非渔业）环境因素，以及当大批捕
捞力量集聚而可能被打断的多种生物间相互关联的动态因素。此外，批评者
认为“关于捕捞水平的有限信息，管理措施的影响，以及开采时鱼类种群自
身状况都增加了不确定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1995年制定了《联合
国鱼类种群协议》（UNFSA），要求设定“审慎的标准”把以上的不确定
性也纳入考量。另外，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提倡制定“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
管理”模型，从理论上说，这种模型将寻求设定多个物种的参数，以确保在
某自然环境下的所有物种都能实现长期维持的稳定。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议》一直无法取得各国的一致认可。但随着计算能力的
提高，抽样方法的改进，似乎科学家们正在建立更好的渔业模型。在渔业国
家中，冰岛、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过去的20年中都已经实施
了让许多鱼类物种储备得以稳定和重建的渔业政策。通过制定于1996年的
管理计划，美国近年来一直集中精力改善44个鱼类物种的储备状况。根据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目前我们认为这
些（鱼类储备）的64%已经重建成功：其中21种已经制定了重建目标（并
且没有再次逼近过度捕捞状况）或者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重建目标；7种鱼类
的重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即自重建计划实施起，至少实现50%的鱼类重建
目标，并至少增长了25%丰裕程度。”

渔业重建最重要的工具是基于各方权利的配额体系制度。有时也被成为个人
可转让配额（ITQs）或者“捕捞份额”，各种形式的基于各方权利的渔业
系统向有限数量的渔业参与方分配一定吨位量的捕获量。这样做的目的是限
制能够进入一个特定渔场的渔民总数，并且规定了每一位渔民可以捕获的鱼
量。基于各方权利的渔业系统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但是直到大约1970
年代中期才出现了显著的加速发展态势。在基于各方权利的渔业方案制定
之前，渔业往往根据季节转变加以调节。管理人员会在一给定的日期开放
一个渔场，几个月后有时甚至几天后再将其关闭。这种做法导致了后来被称
为“捕鱼大赛”的现象——太多的船舶试图在这一渔季结束前捕捞尽可能多
的鱼。

在基于各方权利的渔业系统中，管理人员预先确定一个科学的捕获吨位量，
然后将吨位量预先分配给不同的参与方。通过发放有限的许可证给有限量的
船舶并预先确定一定量的捕捞鱼量，理论上管理者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控制从
该渔场中捕获的鱼类吨位量。基于各方权利的渔业管理系统似乎还有着积极
的生态效益。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发现
相比不使用“基于各方权利”模式的渔业系统来说，使用这一模式的渔业系
统只有一半的可能会最终崩溃。“基于各方权利的渔业方案”成功的案例可
以在这里找到。

最大可持续产量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 
理论上可计算出的最高
平衡产量，具体来说是
指在现有环境条件下，
这一产量可以长期稳定
的从一特定的种群中捕
获而不会对该种群的自
然再补充过程造成严重
的影响。MSY有时也被
称为潜在产量。

独立可转移配额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S (itQS) 
基于各方权利的一种捕
鱼方式，一次捕获中的
特定吨位数量被指定给
了 有 限 数 量 的 捕 鱼 实
体。此方式与“捕获量
分配”方式类似，有时
甚至完全一样。ITQs如
其名称所指出的，可以
购买、出售和交易，所
以理论上有助于提高效
率，但是也被批评会导
致捕捞能力的聚集。

捕获物分配
catch Share 
基于各方权利的捕鱼方
式，其中预订的捕获物
总配额被预先按比例分
配给了一方或者多方。
理论上，捕获物分配方
式可以通过在捕鱼之前
预先决定捕获量来限制
过度捕捞。



但是基于权利的渔业方案可能会产生社会成本——这一点新闻工作者务必要
加以跟进。配额的分配往往会将渔业的所有权合并，落到数量越来越少但权
利越来越大的渔业实体手中。个人配额的“可转让性”意味着大公司可以从
小公司购入配额。例如，在世界上最大的捕鱼国家之一——智利，渔业部门
的整合已经导致了仅仅七家大公司却控制了这个国家渔业配额的90%。批评
者认为此举破坏了沿海社区，而且让渔业过于“公司化”了。

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新兴概念叫做渔民社区分配系统CBM。
大部分配额系统不论实体归属地来分配渔业收获，而渔民社区分配系统则将
配额分配给更广泛的渔民社区，然后再划分社区中各参与方分得的受益。该
系统虽然也利用配额法来管理渔业，但是理论上却为居住以及工作在沿海地
区的人们提供了最好的服务。美国非政府组织Ecotrust这样定义渔民社区分
配系统的建立目标：“渔民和他们的社区应该承担渔业开发中领导和管理的
主要责任，包括参与各级管理问题的决策，如捕捞、收获、合规、研究和营
销。”

认证和船队修订
虽然有争议，基于各方权利的管理系统仍然导致了全球渔业可持续性发展认
证计划的出现，其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的鱼类产业中颇为盛行。其中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计划。该认证创建于1997
年，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国际超市财团联合利华的合作伙伴关
系，海洋管理委员会试图制定一个世界性的标准。这些标准基于多项指标，
包括长期捕获量的可持续性，渔业对海洋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副捕获
物”——无意杀死的非目标鱼类（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几乎所有野生鱼类
的捕捞每年都会造成1600-1700万公吨海产品的浪费。）迄今为止，海洋
管理委员会在全球认证了大约200个渔业实体。虽然意义重大，这个数字仍
然不到世界渔业的10%。

伴随着对于更好的渔业管理的呼吁，现在一些富裕国家已经开始把减少国家
整体的“捕捞力量”作为政策目标，比如国家渔船船队的缩减。某些国家，
比如美国，渔业主管部门试图实施“回购”计划，将过量的渔船由政府购回
并予以退役。但这一点在欧盟的实施却遭遇了特殊问题，各国已经证明难以
就捕鱼船舶数目的整体上限达成共识。  

围网渔民钓鱿鱼和墨鱼
在越南中部海岸. photo 
by David mills, Worldfish, 
2009. 

渔民社区分配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基于各方权利的另一种
捕鱼方式，其中捕获物
分配的权力交由一个渔
民社区来处理。渔民社
区分配方式可能也包含
着其他的管理因素，包
括栖息地保护和水质管
理。

间接渔获
BYcatch 
在捕捉某一特定物种时
被意外捕获的鱼类和野
生 动 物 。 以 捕 捞 虾 为
例，每捕捞一磅虾可能
会间接捕捞到6千克的
其他渔获



但是，随着大型工业化国家试图减少他们的捕鱼力量，新兴经济体似乎朝着
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像任职于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ICCAT）的约
瑟夫•鲍沃斯所说：“当你说到配额谈判，首先想到的就是发达国家多年来
的受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捕捞了许多金枪鱼，来自那里的人会说：‘你
们来剥削了我们这么多年，因此我们有资格来捕捞与你当年开始捕捞金枪鱼
时到现在为止相同的捕捞数量。’所以你会看到像巴西、纳米比亚，以及北
非国家都希望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直尤
其专注于扩张其捕鱼船队。  

巨大的漏洞：公海和高度洄游鱼类

随着各个国家纷纷在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宣示主权，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地方
渔业的改善。但这种近岸海域的国家化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将过度捕捞问题
从近岸环境转移到了远海环境。国家对于领海200海里范围内有管辖权，但
是超出这个限制就是所谓的“公海”——不属于任何人但任何人都可以捕鱼
的国际水域。因此，如下图所示，公海捕鱼业增长迅速，远远超过所有其他
的捕鱼类型，根据一些估计，其增长速度达到了800%。 

对于生物学分类鲭鱼科的23个物种的捕捞量增加最为显著——通常被称作“
金枪鱼”的鱼种生活在公海的范围，一生中可能会迁徙成百，甚至数千公里
之遥。金枪鱼和其他高度洄游鱼类由称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
的国际组织来管理。世界上总共有17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每一个都被授
权管理世界的一部分海域。但是如下面地图所示，这些区域幅员辽阔，目前
还不清楚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效。

金枪鱼和所有的公海鱼类都受到政策圈称为“非法的不监管也不报告”
（IUU）的捕鱼活动的影响，也被称为“海盗式捕鱼”。这种非法的捕鱼活
动发生于所有的管理权威之外，严重破坏了所有倡导理性捕捞的全球努力。
每年IUU造成了235亿美元的损失，可能占到了全球捕获量的20%。

受到IUU和公海捕鱼活动威胁的还包括南极洲周边海域的渔业，而该地区通
常被视作人类捕鱼活动最后的处女地。目前，南极洲水域由一个称为“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来管理。过去，针对高价

公海
high SeaS 
指200海里国家专属经
济区界限以外的海域。
公海上的渔业难以监测
和管理，现在世界上大
多数非法捕鱼都发生在
公海上。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
Zation (rfmo) 
指17个跨国委员会，负
责管理各国专属经济区
以外公海区域上渔业活
动。

17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之间的职责分工
Source: 
pew environment.org

不监管和不报告的非
法捕鱼
iuu fiShing  
不受监管与不报告的非
法捕鱼，亦即在一国管
理水域之外进行的未获
得许可证的捕鱼活动。
不监管和不报告的非法
捕鱼不仅导致由于对配
额支付不足而产生的经
济损失，还会造成渔业
管理困难，因为这种非
法捕鱼会导致管理者无
法充分评估从一特定生
态系统里所捕获的渔获
总量。



值的属于小鳞犬牙南极鱼科目的南极和潘塔哥尼亚洋枪鱼（通常称为智利海
鲈鱼）的非法捕鱼活动曾经被发现过。南极磷虾的捕捞也让生态学家忧心忡
忡，不只因为发生在南冰洋的捕捞活动难以监管，还因为磷虾是南极地区鱼
类和哺乳动物最为基础性的食物。可为了满足膳食补充剂产业和水产养殖产
业的需求，磷虾的捕捞量日益增加。 

海洋保护区——21世纪渔业的核心争论
一些海洋保护社团相信不管有多少渔业被控制，也不管如何管理配额，很大
一部分海洋仍然需要预留作为海洋保护区，或称为MPA。产业捕鱼技术，
如海底拖网捕鱼破坏了海洋栖息地，遭到拖网蹂躏的环境可能需要很多年才
能够恢复。海洋保护区和其他形式的保护区目前仅占海洋区域的不到2%。
现在一项重大的全球海洋保护区运动正在兴起。该运动在太平洋的进展特别
值得注意：过去的十年内环绕岛国的大片海洋区域已经接受了新的受保护地
位。同时越来越多的运动要求保护南极罗斯海的大部分区域，并划为海洋保
护区。

海洋保护区运动完成的关键的事项之一是保护体型最大的带卵雌鱼。渔
业科学家把那些体型最大的，年长的育种鱼称为“大老胖雌鱼”或者
是“BOFFF’s”，它们以相对较小的个体产出指数倍多的鱼卵。而在那些
被过度捕捞的环境下保护这些较大的鱼类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被全世界的生态环保人士所接受，海洋保护区却历来被渔业行业所反
对。一些渔业科学家像来自华盛顿大学的雷•希尔伯恩坚持认为海洋保护区
的实施有重大的负面影响。这场辩论可能是新闻工作者在未来几年需要跟踪
的重点之一。

结论和资源
野生渔业管理和海洋管辖权正在逐步发展。在未来的岁月里，跟踪那些变化
并且让非专业的读者理解，对于记者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进入远洋船舶并不
总是可能的，尤其是离岸船舶可能会在海上待几周，甚至数月时间。政府
数据经常不可靠。根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保利，以中国为例，从
1995年至1999年其向粮农组织大幅地夸大了其捕获量。然而，野生渔业还
是一个值得报道的主题。他们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并且他们的合理管理是本
世纪主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为了进一步报道以及鼓励实现这些目标，以下是
一些可能有用的资源。

海洋保护区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 
将捕鱼活动大为缩减或
着完全禁止的受保护海
洋区域。一些管理者认
为海洋保护区可以成为
渔业的修养场所，为较
成熟的鱼类提供庇护场
所，从而可以对毗邻的
非保护区域产生“溢出
效应”。

拖网作业
traWLing 
指沿着海底拖拽一张
大网来实施的捕鱼作
业。拖网捕获占据了
野生鱼类捕获重最大
的一部分，同时可能
导致对深海环境巨大
的附带损害。



FishBase一个可搜索世界上所有鱼
类物种的数据库，搜索条件字段
可用中文。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渔业网
址。全球渔业政府数据的最好来
源。可以使用中文。

数据可视化网页，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的“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

海产品观察，蒙特利湾水族馆的
一个项目。该网站允许用户按照
物种搜索并获得可持续性的排
名。也可提供关于个别物种，包
括其储备或者起源国家的更长的
报告。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

“全球船舶追踪器”，允许用户
追踪个别船舶在海洋的位置

海洋管理委员会的主页。列出认
证的渔业以及认证的标准。

可持续渔业合作伙伴关系追踪
了“渔业改善”的过程，例如，
缺乏国际认证但是正在努力过渡
到更好的管理实践的渔业

一个很好的关于金枪鱼信息的信
息资源库。国际海产品可持续性
基金会的使命是为了保护和可持
续使用金枪鱼储备而承接以科学
为基础的举措

美国政府的国家海洋渔业服务的
官方网站

蒙特利湾海洋馆的海洋可持续性
的网站，提供各鱼类的持续性的
排名。并且包含于每个排名网页
底部的关于每种鱼类单独的长篇
报告也十分有用。

可搜索全世界渔业保护状态的数
据库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的海产品网页

全球海洋保护区的目录

非营利组织皮尤环境集团的海产
品计划

可能是最好的海产品产业出版
物。需要付费订阅，但是如果您
的出版物定期报道海洋相关问
题，很值得一读

海产品商业杂志，关于海产品贸
易的定期更新也不错

野生动物还是食物？ | 网站

http://fishbase.org/
http://fishbase.org/
http://www.fao.org/fishery/zh
http://www.seaaroundus.org/data/
www.msc.org
http://www.sustainablefish.org/fisheries-improvement
http://www.seafdec.org/
http://iss-foundation.org/
http://www.nmfs.noaa.gov/
http://www.montereybayaquarium.org/cr/seafoodwatch.aspx
http://www.fishsource.com/
http://www.marinetraffic.com/ais/home
http://wwf.panda.org/what_we_do/how_we_work/conservation/marine/sustainable_fishing/
http://www.seafoodbusiness.com/magazine.aspx
http://www.mpatlas.org/
http://www.pewenvironment.org/our-focus/ocean-1080/fisheries-1082
http://www.mpatlas.org/
http://www.intrafish.com/news/


2012年厦门世界海
洋周的网站

野生动物还是食物？ | 书籍

The End of the Line, 
Charles Clover
全球性揭发过度捕
捞

Fish Population 
Dynamics, 
J. L. Gulland.  
关于变化莫测的鱼
类种群模式技术性
相对较强的解释读
物

Overfishing, 
Ray Hilborn.  
渔业管理背后的更
赞成捕鱼的科学研
究

Four Fish, 
Paul Greenberg.  
关于鲑鱼，鲈鱼，
鳕鱼和金枪鱼养殖
和野生形式的调查

The Sushi Economy, 
Sasha Issenberg.  
全球鱼类交易的研究

Tuna: a Love Story, 
Richard Ellis. 
全球金枪鱼的故事

Hooked: Pirates, 
Poaching and the 
Perfect Fish, 
Bruce Knecht.  
An examination of 
illegal fishing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Chilean sea bass.

Cod 
Mark Kurlansky
鳕鱼，作者马克•科
尔兰斯基，由CITIC
出版中文版本。 一本
优秀的大西洋鳕鱼“
传记”，这本书以历
史视角看待全球渔业
状况。

中文资
料来源:

China fisheries yearbook 
(The latest version is for 
2013)
中国海产品，渔船和齿
轮的进出口（2012年最
新版）

http://www.amazon.com/Fish-Population-Dynamics-J-Gulland/dp/047101575X/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385114808&sr=1-1&keywords=fish+population+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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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必须培育海洋和养殖其中的动物，作为农夫而不是猎人来对待大海。
这就是文明的更替——农业取代狩猎。”      
          —雅克-伊夫•库斯托

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稀缺产生了丰富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在渔业分析师使用的作为基准的主要信息
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70年中海产品开发的速率变动中，除了总野
生捕获量的提高和最终趋于平稳以外，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淡水养殖（在淡
水环境中生长的产品）和海水养殖（在盐水，海水环境中生长的产品）的
兴起。由于“水产养殖”（包含淡水和海水养殖）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大众和
科学文献两个语言环境中，为了简便，我们将在以下全部文本中将两者统称
为“水产养殖”。

图形中深蓝色的部分代表在全球范围内养殖的海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它第
一次显著提升发生在世界捕捞渔业开始趋于平稳之时，这绝不是巧合。即使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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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洋的总野生捕捞量趋于极限，世界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在1970年
代末现代水产养殖业诞生之前，如果想要继续从海洋中获取食物，人类实际
上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但是和渔业捕捞从1950年到2000年的激增造成的
结果一样，水产养殖的繁荣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环境牺牲。今天，任何报
道海洋的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理解这些环境成本的变动态势，并且能够探讨渔
业和水产养殖之间长期的权衡关系。

水产养殖的开端
虽然水产养殖在近年来才具备全球重要性，但其历史却及其悠久。古埃及人
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在临近尼罗河的池塘里养殖尼罗河罗非鱼
（吉富罗非鱼）。中国人也是最早养殖者之一，并且成功创作了世界上第一
部水产养殖手册。陶朱公范蠡所著的《养鱼经》成书于大约公元前475年，
第一次规范了饲养鱼类的标准方法。

在随后的20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专注于将淡水鱼类中不同品种的
鲤鱼（鲤科鱼类）作为培育的主要品种。鲤鱼作为养殖鱼类完全是天作之
选，因为他们拥有一系列特质使得他们高度适合被养殖起来。这些特征包
括：

•	 生长迅速
•	 对各种饲料和水温的适应能力
•	 在有限的区域里忍受拥挤的能力

总体来说，鲤鱼的早期养殖形式不仅对于环境无害，甚至往往是有益的。据
推测，选择鲤鱼来养殖可能与中国丝稻农业广泛分布有关：蚕蛹成蝶之后丢
弃的壳被证明是极为适合鲤鱼的水产养殖饲料；大米种植在养有鲤鱼的池塘
里可以利用鲤鱼的粪便来施肥。这样看来，此类古代的水产养殖实际上是一
种“混合养殖”的形式——该养殖系统中生产具有多用途的多种产品，废弃
物得以回收利用，还可以全年给农民提供食物。

再举一个混合养殖的成功例子——这次涉及海水物种——是在中国使用的基
围体系，该系统捕捉由涨潮带来的海洋生物幼仔，然后将其放入沿海岸线

《养鱼经》复本
原作“渔父”范蠡
公元前4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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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的养殖（这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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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讲应该是指对
于淡水生物的养殖。）



的池塘中来饲养，直到成年。这种方法仍然运作在毗邻香港的米埔自然保护
区。

蓝色革命：现代水产养殖的崛起
在水产养殖的大部分历史里，生产是小规模的工匠性质。二战后随着关键
物种或种群驯化的开始，生产方式开始发生改变，这些新驯化的物种或种
群成为现代全球海产品市场的基础。如今，水产养殖产品的50%是有鳍鱼
类，25%是水生植物，25%是甲壳动物（虾、大虾、蟹）和软体动物（蛤
蜊、牡蛎、贻贝等）。最普遍的养殖物种仍然是鲤鱼，但是在过去的40年
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品种，极大地促进水产养殖的发展和贸易。这些新的养殖
物种包括：

鲑鱼: 鲑科的鱼类统称为“鲑鱼”，适于水产养殖，因为不像其它鱼类，他
们孵化出具备大量营养物质的卵囊包裹的鱼卵。鲑鱼幼鱼可以依靠这个卵囊
生活数天，之后直接过度到工业化生产的饲料颗粒，这就避免了其它有鳍鱼
物种所必须的喂食幼鱼苗的步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鲑鱼养殖率先
在挪威和苏格兰开始。过去十多年里选择性育种技术的引入让农民得以将鲑
鱼生长率翻倍。大西洋鲑鱼，唯一一种大西洋所特有的鲑鱼，现在主导了世
界市场。现在全球养殖的大西洋鲑鱼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所有鲑鱼物种的野生
种群总量，包括大西洋中和太平洋中的。并非巧合的是，鲑鱼养殖出现于野
生大西洋鲑鱼种群的数量触及最低点的时候。自然环境下的大西洋鲑鱼现在
已经“商业性灭绝”——因数量太少而无法支持商业化捕捞。

虾类: 十足目中有数以千计的物种叫做“虾”或者“大虾”，但是其中只有
很少数被驯化饲养。几个世纪以来，虾类一直采用半野生方法来养殖。从河
口收集野生虾苗，然后在池塘中长大直至成熟。1940年代，日本科学家藤
永元作先生首次对一种虾“完成了生命周期”，意味着他能够将虾从虾卵养
殖到成虫，然后反过来产生完全在人类控制下的可以存活的后代。这些早期
的成功之后，在1960年代虾类养殖逐渐涵盖其它品种，比如黑虎虾（斑节
对虾），并且最终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虾，南美白对虾（凡纳滨对虾）。
现在养殖的绝大多数都是白对虾。

鲑鱼“仔鱼”和暖黄
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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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 排在六种养殖鲤鱼之后，罗非鱼是以整体吨位计的第七种最常见的
养殖鱼类。仅中国每年就生产大约120万公吨的罗非鱼，大部分用于出口。
有两种罗非鱼被广泛的养殖——尼罗河（吉富罗非鱼）和莫桑比克（莫桑比
克罗非鱼）。两者都原产于非洲并且都已经在小鱼匠系统中养殖了几千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非鱼开始扩散到世界的其它地区，尤其开始在亚
洲蔓延。以色列和挪威开发的高科技罗非鱼育种计划，创造了更快的生长
线。作为养殖鱼类罗非鱼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饲料中不需要动物
蛋白质就能够茁壮成长。他们的中性味道也使得他们成为像鳕鱼这样枯竭的
海洋鱼类种群的首选替代品。

鲶鱼: 鲇形目的淡水鲶鱼是增长最快的杂食性鱼类，使得他们成为水产养
殖的自然选择。美国是最早率先生产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就养
殖了大量的蓝色和斑点叉尾鮰。但在1980年代，越南通过繁殖巨鲶属的
物种开始称霸全球的鲶鱼产业。国际市场上称为”tra”、“basa”、或
者 “swai”的巨鲶属是在整个东南亚养殖的主要出口商品。巨鲶属也服务
于“白鱼”市场，作为鳕鱼和鳕鱼类的功能性替代品种。

海鲈鱼和海鲷鱼: 海洋有鳍鱼的养殖还是近期的事，并且仍然是一项正在
进行的工作。两个原型品种，欧洲海鲈鱼（舌齿鲈）和一些鲷科物种（通常
称为“海鲷”），是现在日益扩张的海洋水产养殖的基础。海鲈鱼和海鲷鱼
像大多数海洋鱼类一样在出生时需要活饲料，并且在幼年时期需要喂食轮虫
类（轮虫纲）和丰年虾（主要是卤虫物种），这是产业化养殖成为可能性的
关键。人工环境下全生命周期养殖海鲈鱼和海鲷鱼成功之后，一系列其它物
种的驯化也在考虑中，尤其是军曹鱼（军曹鱼属）和一些统称为鰤属的鱼
类。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可能有更多鱼类被驯化，所以此时必须做出
一个关键决定，就是哪些鱼应该通过养殖，以及哪些鱼应该完全是通过野生
捕捞来供应。 

双壳类——牡蛎、扇贝、蛤蜊和贻贝: 双壳类的养殖文化已经存在了
数百年，但是与有鳍鱼一样，科学家直到最近才成功地完成了这些物质在人
工环境下的全周期养殖。和有鳍鱼不同的是，双壳类不需要额外的饲料来生
长。他们主要靠过滤水中极小的光合浮游植物维生。出于这个原因，普遍认
为双壳类的养殖即使不是对环境有益处，至少也是中性的。

海带和其它海藻: 按重量计，海藻占世界水产养殖产品的25%，绝大多数
在中国生产。像双壳类动物一样，海藻不需要额外的饲料，并有潜力把营养
物从水中提取出来，比如氮元素。

水产养殖的环境问题
在粮食系统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所有增加人类食物供给的尝试都不可避
免的在其它地方产生相应的环境后果。水产养殖的这些后果直到最近才开始
被人们所了解。试图报道水产养殖业的记者应当精通水产养殖的环境因素。
一些关键的环境因素如下：

饲料鱼的影响: 尽管一些水产养殖物种喂食素食饲料，但是仍有许多，特
别是最近才驯化的物种，比如鲑鱼，需要向其提供野生鱼类制成的鱼粉和鱼
油作为食物。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超过一千克的野生鱼类才可以
产生出一千克的养殖鱼类。这一著名的发现公布在《自然》杂志2000年的



一篇论文中。在他们的报告中，奈勒等人估计鱼类消耗／鱼类产出率，或者
称为“鱼进鱼出”的饲料与可食产品生产率极高，可能需要超过3千克的饲
料鱼才能生产出1千克的可食用养殖鱼类。该报告发布之后，鱼类养殖业的
饲料养殖效率越来越高。但是随后的研究，比如“Lenfest饲料鱼特遣队”
的《小鱼大影响》继续声称饲料鱼的开发利用正在破坏全球海洋食物链：现
在大约世界捕获量的20%是饲料鱼，其绝大多数用于水产养殖饲料。

污染: 海洋鱼类、甲壳类动物甚至双壳类的养殖都会产生排泄物和未用饲料
等形式的废弃物。这些主要是氮基存在的废弃物，可能引起沿海环境缺氧以
及在某些沿海地区的海洋生产力的净损失。此外，由水产养殖排放入海洋环
境的抗生素、防污剂与杀虫剂等都是大问题。

栖息地破坏: 在所有水产养殖实践中，虾类养殖可能招致了最多的批评。
虾类养殖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池塘和蓄水池中，而且常常选址在沿海红树林
里。因为污染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在池塘里积累，早期的虾类养殖中池塘
往往被随意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池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弧菌病，以
及病毒引起的疾病，如“白斑症”也经常导致池塘被遗弃。这一过程破坏了
数十万英亩的红树林——对野生鱼类的生产和防卫海岸风暴潮至关重要的生
态系统。虽然一些国家近年来已大大减少了红树林的砍伐——最显著的是，
在泰国已宣布红树林砍伐是非法的——但是新的挑战仍然出现。2009年，
一个名为早期死亡综合症（EMS）的新型虾病在中国出现并扩散至整个东南
亚，仅在2013年就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

逃逸: 直到最近，水产养殖也才开始重视解决养殖鱼类逃逸的问题。养殖的
鱼类和虾类和在毗邻的环境里栖息的鱼类往往存在基因差异，因此生态学家
担心养殖的逃逸鱼类可能削弱野生物种的遗传特性。鲑鱼的水产养殖尤其令
人担忧，数以百万计的鱼每年都会从公海的网箱中逃脱。生长在淡水池塘的
罗非鱼也一样，一旦逃脱就极易占领逃往的水域。 

传染病: 在野生环境中进行水产养殖可能会将传染病扩散到周边环境中去。
养殖鲑鱼的疾病传播可能是这一现象中被报道最多的实例。传染性鲑鱼贫血
症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于智利，但是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的多种环
境中被发现。鲑鱼幼体本身较差的生物安全性和全球贸易加剧了这种疾病的
跨过传播，甚至是洲际传播。主要属于疮痂鱼虱属和鱼虱属的海虱是另一种

养虾场的鸟瞰图
到目前为止，红树林沼
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迅
速扩大的对虾养殖业，
它提供了一个很高的经
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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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注意到的水产养殖副作用。海虱依附于其目标受害者的皮肤上并从宿
主身上汲取养分，这尤其会对鲑鱼幼鱼造成伤害。水产养殖的批评者指出，
建立于野生鲑鱼迁徙路线附近的大型农场经营户可能会导致海虱聚集并从养
殖鱼类转移到野生鱼类身上。

全球水产养殖标准的出现
在过去的10年中，政府和大型超市零售商越发关注水产养殖的环境和食品
安全标准的设定。水产品养殖管理委员会（ASC）的前身是世界野生动物基
金会的一个名为“水产养殖对话”的项目，该项目邀请生产商参与一些标准
条件的选择，包括抗生素的使用，饲料转化率，以及劳工安全。该委员会总
共制定了8项标准，涵盖了12个物种。全球G.A.P.关注的议题范围与以上类
似，但是更加注重大型零售商的透明度。其他相似组织还包括全球水产养殖
联盟。

虽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这些标准制定中的关键问题，另一个主要的驱动力
是消费者对海产品安全的关注。2008年，在中国的鱼类饲料中发现三聚氰
胺添加剂，这引发了对水产养殖产品的广泛担忧。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公众就对海产品中抗生素可能的过度使用表达了担忧之情，尤其是在虾
类生产中。

结论、未来的研究主题和资源
水产养殖业仍然在进步中，并且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对于食品系统安全和可持
续性维持高敏感度的时代里发展。既然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就难免受到批
评。但是水产养殖的许多独特优势却超过了陆基粮食系统。水产养殖的物种
多是冷血物种，可以借助外力悬浮在水中，其产量不仅高而且增长迅速，这
些事实都意味着他们有潜力成为整体上比陆基养殖系统更有效率的蛋白质生
产方式。

另一方面，不同于陆地畜牧业，水产养殖业通常与野生动物共处同一个环
境，这些野生动物也和人类养殖的动物极度相似。数量日渐增多但仍维持
少数的海产品生产商试图将水产养殖转移到相对封闭的、海洋以外的设施中
去，如此就可以把自然的海洋隔绝于难以控制的农场养殖之外。但是这些海
洋之外的养殖设施依然耗费了大量的能源，所以经济上难以推广。科学家们
正在进行替代性鱼类饲料的研究，这可能使得该行业减少对野生捕捞的饲料
鱼的依赖。并且，转基因鱼类也即将研究成功，虽然目前还仅存在于实验室
中而不是市场上。

相比之下，一种于生态更为友好的水产养殖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过在
一些“复合型多营养水产养殖”（IMTA）的实践，人类早期的资源再利用
的混养方式，正在得到更大范围内的尝试。所有这些主题都值得有进取心的
新闻从业者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下的链接和建议阅读材料列表会有助于该研
究的继续深入。  

饵料鱼
forage fiSh
较小的，通常被用于捕
捞 受 欢 迎 的 肉 食 性 鱼
类 ， 一 般 为 滤 食 性 鱼
类。凤尾鱼、沙丁鱼、
甚至掠食性较强的鲭鱼
都属于这一类。大约全
球捕鱼量的20%目前属
于饵料鱼，用于喂食水
产养殖鱼类、猪、鸡和
宠物。



用于水产养殖的物种列表

一篇关于从1950 年至今的水产养
殖历史的报告，由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的“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
组撰写

蓝非饲料鱼特遣部队。讨论饲料
鱼开发的问题

讨论了水产养殖物种如何达到标
准的过程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的网站

美国水产养殖项目的网站

鲑鱼大洄游，一篇关于养殖鲑鱼
对野生鲑鱼市场和生产的报告

世界水产养殖协会的网站，一个
非盈利性的水产养殖产业行业协
会

蒙特利湾水族馆的水产养殖网页

中文资料来源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的中文网站

书籍
The Shrimp Book
虾类养殖的全球瞭望

The History of Aquaculture 
水产养殖的历史痕迹鱼的发展，
从它的古老的根源养殖到今天的
技术先进的方法。

Salmon Fever
从挪威的角度看鲑鱼养殖的历史

Ecological Aquaculture, 
Barry Costa-Pierce
关于水产养殖可更持续的选择的
研究

水产养殖  | 数据和报告

http://www.fao.org/docrep/w2333e/w2333e00.HTM
http://www.seaaroundus.org/researcher/dpauly/PDF/2013/Journal%20Articles/Mariculture.pdf
http://www.montereybayaquarium.org/cr/cr_seafoodwatch/issues/aquaculture.aspx
http://www.nmfs.noaa.gov/aquaculture/
http://www.asc-aqua.org/
http://www.amazon.com/The-Shrimp-Book-Victoria-Alday-Sanz/dp/1904761593/ref=sr_1_1?ie=UTF8&qid=1385048421&sr=8-1&keywords=the+shrimp+book
https://www.was.org/shopping/the-history-of-aquaculture
http://www.amazon.com/Salmon-Fever-The-History-Fish/dp/8299720702/ref=sr_1_1?ie=UTF8&qid=1385048496&sr=8-1&keywords=salmon+fever+norway
http://www.amazon.com/Ecological-Aquaculture-Barry-A-Costa-Pierce/dp/0632049618
http://www.oceanconservationscience.org/foragefish/files/Little Fish, Big Impact.pdf
http://worldwildlife.org/industries/farmed-seafood
http://www.asc-aqua.org/
http://www.iser.uaa.alaska.edu/people/knapp/personal/pubs/TRAFFIC/The_Great_Salmon_Run.pdf
https://www.was.org/
http://www.gaalliance.org/translated/mandarin/
http://www.amazon.com/The-Shrimp-Book-Victoria-Alday-Sanz/dp/1904761593/ref=sr_1_1?ie=UTF8&qid=1385048421&sr=8-1&keywords=the+shrimp+bookhistory-of-aquaculture
https://www.was.org/shopping/the-history-of-aquaculture
http://www.amazon.com/Ecological-Aquaculture-Barry-A-Costa-Pierce/dp/0632049618
http://www.amazon.com/Salmon-Fever-The-History-Fish/dp/8299720702/ref=sr_1_1?ie=UTF8&qid=1385048496&sr=8-1&keywords=salmon+fever+norway


非渔业环境因素
“世界仍在歌唱，但是那些警告却是明智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并且正在
冒着更大的风险。我们看见有些风险正在逼近，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它们正向
我们飞驰而来的确定性。”
     —卡尔•萨菲娜 《懒主意》

人类总是倾向于在真空中看待渔业和水产养殖，仿佛只要野生鱼类的合理管
理和可靠的水产养殖标准得以实现，海洋的健康就足以保持。但是还有一些
人类行为造成的大规模现象正在破坏着海洋，并且严重影响到了海产品的充
裕性。对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管理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复杂而值得新闻工作
者们加以注意的。深入探讨每一个影响海洋的重要环境问题已经超出了这篇
工具书的范围，但是下面的简述提纲将为以后的调查研究做好准备。

富营养化/缺氧
以氮和以磷为主的营养物质的正常涌入对海洋的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事实
上，这是因为这两种营养元素在近岸的出现，浮游植物才能够大量繁殖并且
形成海洋食物链的基础。但是“好处”太多也会带来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
里，进入海洋环境的氮和磷一直在飙升，主要来自人工合成肥料，牲畜粪便
产生的肥料泻湖以及来自市政和工业的废水。
  
当过量的氮基和磷基废弃物排入一个流域，水藻就会因为光合作用而大量繁
殖——比现存的滤食性动物和其他生物所能消化的水藻数量更多。这些藻类
死亡以后，细菌就会分解他们，并且在呼吸作用过程中耗尽氧气。在一定条
件下，随着这么多氧气被消耗，水体就会变得缺氧，如此之低的含氧量或许
会连累其中的复杂生物体。过去的十年中，新闻工作者已经将这些缺氧地区
称为“死亡水域”。即使还没有完全死亡，缺少氧气也可能削弱这些区域的
渔业。

有很多方法来对抗缺氧，从使用更好的养殖技术，到利用海藻和双壳类来处
理过多营养物和海藻负荷。很有启发性的事实是，在苏联垮台以及多瑙河盆
地的肥料补贴取消之后，黑海内世界上最大的“死亡水域”竟然基本消失
了。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死亡水域却正日益增加。现在一共有24.5万平方

伊利湖，10/9/11的
MODIS卫星图像显示
赤潮
credit: noaa. coastWatch

富营养化
eutrophication 
一种由于过多的营养物
质，尤其是磷和氮大量
注入海洋环境而导致的
现象。当海洋或水生系
统过度氮化，赤潮就可
能出现。当组成赤潮的
海藻死亡时，细菌的消
化功能就会启动，从而
在呼吸作用的过程中从
水中吸收氧气。因此，
受影响的水域可能由于
含氧量太低而无法维持
复杂的生命系统。

http://www.amazon.com/The-View-Lazy-Point-Unnatural/dp/1250002710


公里的死亡水域分布在世界上各大洲，只有南极洲除外。中国最严重的季节
性缺氧水域位于长江三角洲以西的东海近岸，临近黄河三角洲的黄海，以及
珠江三角洲靠近岸边的一带。

河口和盐沼衰退
乍一看，海洋似乎是巨大的。看到她的广袤无边，我们很容易想象其中遨游
着无数的鱼群。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海洋中实际生产大量生命的那一部分的
时候，海洋就会变得小得多了。

上图显示海洋中的所谓“初级生产”区域——在此区域中，浮游植物光合作
用的聚集形成了海洋食物链的基础。显然，这些生产力区域接近海岸线，而
营养物质从陆地排入海中，从而形成了海洋中的生物热点地区。这一点也是
各国热衷于宣示专属经济区的重要原因：从海岸起200海里内的区域是海洋
里最丰裕的部分。

河流在每块大陆的边缘汇入大海，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河口生态环境。七成的
商业海产品物种至少会在这些区域里度过一生中的部分时间。河口地区最为
重要的生物学组成部分是这一区域中的草、蠕虫、贝类和其他生物共同形成
的盐沼生态系统。这些环境被年幼的海洋物种当作了避风港。盐沼是地球上
最具生产力的生态系统，而且平均每一块盐沼所能获取并储存的碳量是同面
积热带雨林的10倍。

盐沼也是越来越被人类影响的地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沿海湿地被有条
不紊地抽干，为住房、农业和工业腾出空间。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在过
去的半个世纪大大加速。在中国，沿海开发才刚刚开始升温，而全国30%的
自然湿地都是在1990年到2000年的这十年中消失的。海平面升高预计会进
一步扩大这些损失：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咸水沼泽地，导致植被损失从而加
剧盐沼系统的崩溃。

大坝和水电工程
世界上的大部分鱼类至少都会在其生命周期的一部分里依赖河流生存。“洄
游”鱼类——鲑鱼（鲑科）、鲟鱼（鲟科）、美洲西鲱和鲱鱼（鲱科）和鳗
鱼（鳗鲡目）——生命中的一部分都会洄游到河流中。在过去的200年中，
我们已经发现水坝对这些鱼类的生命周期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人类建造了各
种用途的水坝，从灌溉到为相邻的磨坊提供机械动力，再到发电来输送到各
地。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些水坝严重阻碍了鱼类的洄游通道。现在全世界
共有4万8千座大型水坝（高度超过15米），仅仅是这些大型水坝就阻断世
界上60%的大江大河。更小的阻碍物以数十计，甚至上百万计。所有这些都
限制了溪流和海洋之间的生物能量交换，并且整体上减少了物种多样性。中
国是目前世界上的水坝建设领袖，但是水电开发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蓬勃
开展。“鱼类通道”，或者对水坝进行梯形设计的改装可以帮助鱼类游过水
坝。这些设计常常向寻求扩大水电开发的社区提出，来作为建立水坝的妥协
措施。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大多数鱼类通道技术都是无效的，水坝几乎
一定会导致对洄游鱼类种群的严重干扰。

洄游鱼类
DiaDromouS fiSh 
有着或是从淡水河流系
统迁徙到海水生态系统
（例如鲑鱼、鲱鱼），
或是从相反方向迁徙习
惯（如鳗鱼）的鱼类。

河口
eStuarY 
一种在淡水和咸水交汇
地出现的生态系统，通
常出现在一条河流的出
口处。河口是世界上最
具活力的生态系统之
一，每单位面积所产生
的食物能量甚至超过热
带雨林。

盐沼
SaLt marSh 
指一种基于河口的生态
系统，通常由沼泽草
类、贝类、细菌、蠕虫
和其他生物的复杂协作
而形成。盐沼是这个星
球上最具活力的生态系
统之一。

浮游植物
phYtopLankton
依靠光合作用的，微小
的海洋生物，是整个海
洋食物网的基础。浮游
动物吃浮游植物，反过
来又是鱼类的食物。能
量以这种方式从阳光转
移到处于食物网络顶端
的复杂脊椎动物。



海洋酸化
海洋所面临的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新近才被观察到，那就是海洋酸化。酸化是
大量的碳通过化石燃料的燃烧被排放到大气中的直接后果。虽然这种现象通
常与地球的陆地气候变化联系更紧密，海洋也同样受其影响。

当二氧化碳（CO2）在海水中溶解，氢离子和碳酸根离子结合形成碳酸氢
盐。通常碳酸根离子被含钙生物体获取用于构建贝壳，但是当高浓度的二氧
化碳溶解在海水中，相互竞争的化学反应发生了，碳酸根离子联系在一起使
之成为碳酸氢盐。碳酸根离子因此退出循环，从而让制壳变得更加困难。

海洋酸化最显而易见的现象便是珊瑚礁的减少，可能也影响到了双壳类的养
殖，比如牡蛎和蛤蚌。但是还有另一个规模更大，而且与酸化相关的重要问
题的存在。在海洋食物链梯级的最底层，能量从浮游植物（似植物的微生
物）通过光合作用传递到掠食性的浮游动物（似动物的微生物，以浮游植物
为生）。之后，较大体型的掠食性浮游动物以较小体型的浮游动物为生，而
反过来他们自己又被鱼类食用。问题在于大多数浮游动物都拥有含钙（基于
钙元素）的贝壳，而酸化导致的浮游动物数量的显著下降肯定会影响到海洋
中鱼类的数量。

世界各地都能观察到海洋酸化，但是最明显的则位于太平洋地区。由于贝类
幼体无法形成贝壳，美国位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贝类养殖者几年内都无法成
功地繁育贝类。

温度变化
海洋温度的上升速率低于陆地温度的上升速率，但即使海洋温度的一个细微
的变化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破坏。极地冰盖的融化意味着全球渔业船队可以到
达更广大的区域，而这些新发现的渔场又缺少相关协议，这就意味着出现大
规模过度捕捞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水温变化似乎正改变着许多商业海产品物种的迁徙模式。明
确这些转变将如何体现出来还为时过早，但是这些转变意味着我们需要广
泛的重新思考管理策略、商业配额和区域边界的问题。随着温度的变化以
及北极和南极的浮冰消融，向极地生态系统释放出大量的淡水，海洋盐度
的改变（参见17页链接的报告）也可能发生，从而进一步改变鱼类的分布
态势。 

最重要的是，海洋变暖有可能扰乱海洋食物网络的基础。这一点可以追溯到
支撑着整个海洋生态的，必不可少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的关系。浮游植物
的大量繁殖往往由日光驱动，而由于冬季结束，白天都越来越长，这些光合
生物利用增加的阳光而蓬勃生长。但是浮游动物的大量繁殖通常却是由温度
引起的，而非光照。随着海洋温度上升，浮游动物可能在浮游植物出现之前
过早繁衍。这可能最终导致大规模的浮游动物的相继死亡，反过来会引起类
似的以浮游动物为饲料的幼鱼的相继死亡。

汞、多氯联苯和其他工业污染物
大众读者最为关注的海洋环境问题也许是工业污染物以及他们所造成的海产
品供应链污染。和许多海洋问题一样，这一问题发生在20世纪并直接源于
化学工业的创新。最触目惊心的污染物就是甲基汞和多氯联苯（PCBs）。

海洋酸化
ocean aciDification
指过量二氧化碳进入海
洋环境后所导致的海水
酸化的化学反应。海洋
自身应该是碱性的，但
是由于化石燃料的大量
燃烧，海洋的酸度却在
日渐上升。这可能会影
响如浮游生物和双壳类
动物等含碳酸钙的生物
其贝壳的形成。

碳酸根离子
carBonate ionS 
含碳酸钙的生物利用盐
水中的带正电荷的离子
作为构建贝壳的材料。
海洋酸化导致可用的碳
酸根离子水平的下降，
从而可能导致许多生物
难以形成耐用的贝壳。

Dams under construction 
(over 60 meters high)
Sour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power and 
Dam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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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
ZoopLankton
微小动物，主要食用浮
游植物，并且反过来是
滤食性摄食的饵料鱼的
食物，如鲱鱼、沙丁鱼
和凤尾鱼。



甲基汞与汞元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带正电荷的离子，因而很容易与人
体中的分子结合。从1908年至1955年，日本的智索公司将大量的乙醛倾倒
入一个叫做水俣湾的封闭水域，而当地居民在这个海湾收获大量的贝类来食
用，随后的事情让甲基苯在国际上变得臭名昭著。超过2千人被确诊患有后
来被称作水俣病的疾病——这个病的特点包括极端骨骼和器官变形的严重先
天性缺陷综合症。受害方向智索公司最终索赔金额总共超过8千万美元。

现在甲基苯污染物的一个更为常见的形式来自于煤炭的燃烧。汞通常包含在
煤层里，经历商业性的燃烧而暴露于高温时就会变成“甲基化的产物”从而
被人体吸收。而中国正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燃烧国。

多氯联苯或称PCBs发明于19世纪后期，由于其化学稳定性而用作冷却剂和
抑制剂。在整个20世纪，这两种物质都被大量地释放到环境中。到了1960
年代，他们已经被发现与各种形式的癌症和心脏病有关。1976年美国就已
经禁止了多氯联苯的生产，但是由于这些化学物质极好的稳定性，他们在海
洋中已经持续存在许多年，并且未来仍然将伴随着人类存在。

甲基苯和PCBs的危害性还在于他们都有在环境中“生物累积”和被个体生
物“生物放大”的趋势。这两种化学物质因为都能抵抗降解作用而可以通过
食物链来传递，即使在原有受体已经消耗之后他们却还在传递。因此，食肉
性生物承受了几乎是在其食物链下端的所有生物体的总污染负荷。顶端的掠
食者如金枪鱼、鲨鱼和剑鱼往往比相对较小的动物具备更高的污染物水平，
因为他们实际上吸收了在其食物阶梯下端的几个梯级的污染负荷。寿命较长
的鱼类也可能会具备高水平的汞和PCBs水平，因为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有更
久的时间来积累污染物。

由于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污染物的危害性，各国已经寻求禁止它们在工业生产中的使
用。其中特别成功的是美国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案》，通常被称为《清洁水法
案》。但是，新的统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或者POPs的化学品却仍然不断地被
发明出来，甚至于在他们被推向市场的时候人们还对这些新的化合物的衍生物知之
甚少。报道海洋的新闻工作者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揭露这些新化合物环境后果的人。

甲基汞
methYLmercurY 
任何包含CH3Hg聚合物
的有毒的汞化合物，是
经常以工业副产品或者
农药残留等形式存在的
污染物。该类化合物往
往积聚在生物活体（如
鱼类）体内，尤其容易
在食物链的上端形成聚
集，并且非常容易通过
人体小肠壁快速吸收，
从而引起人体神经功能
的障碍。

多氯联苯或者PCB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or pcBS 
多氯联苯是一组有机化
学品的总称，以前多用
作液压液、增塑剂、粘
合 剂 、 阻 燃 剂 、 填 充
剂、除尘剂、农药填充
剂、油墨、润滑剂、切
削油、无碳再生纸以及
用于传热系统。他们是
已知的致癌物质，并且
能够在可食用的鱼类和
贝类生物中累积甚至扩
散。

海洋生物的生物累积作
用和放大作用



恢复美国的河口（RAE）的网站，
一个致力于河口研究及修复的非
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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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海洋问题的目标以及新闻从业
者的解决方法

目标和解决方案
上个世纪，海洋的开发利用中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之前的陆地食
物系统一样，对海洋的开发先是对野生捕获的扩展监管不力，紧接着就
是不受管制的畜牧业扩张。到了21世纪初，一切开始变得很清晰，这种
不论结果，不受监管的扩张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要为全世界
的公民提供稳定而可持续性的海产品供应，我们必须尝试去了解海洋并
有效地监管海洋上的活动。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新的野生鱼类储备供
发现和开发了。许多地区也已经达到了他们对水产养殖的环境承载力极
限。展望未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目标以及报道这些产业的新闻从业者
的目标，就是去发现并鼓励解决方案以稳定世界海产品的供应。

为此，记者应该牢记改革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的五个原则目标：

1. 实现以科学为基础的，基于各方权利的野生鱼类储备管理系
统。我们已经清楚地发现，限制能够进入某种渔业的参与方数量的配额
系统，以及在鱼类被捕获之前就预先分配的捕获量系统，都有助于稳定
野生鱼类种群数量。未来几十年的巨大挑战将会是把所有渔业，甚至在
公海上的渔业纳入到这种管理制度的范畴之内。不幸的是，政治常常在
捕鱼限量的设定中掣肘，尤其是跨越多国司法管辖区的鱼类储备。科学
必须尽可能地在捕鱼限量的设立中战胜政治。关于渔业改革有见地的报
道将能够有助于在世界各地建立基于科学的捕捞配额系统。

2. 社区参与渔业管理。沿海社区在各自渔业的健康和可持续性问题上
拥有与生俱来的发言权。既然基于各方权利的管理方式显然是向着更稳
定的鱼类资源的方向发展，那么渔业社区就应该被仔细的纳入这些方案
之中，并且不能将他们排除在配额分配过程之外。在此，记者再一次可
以通过报道这些渔业社区的故事，使之广为大众知晓，以及指出他们的
权利何时受到侵犯来，为这些社区的权利诉求提供支持。



3. 建立水产养殖全球健康和环境标准。正如前所述，水产养殖是这个
星球上增长最快的畜牧业形式。因此，其增长往往超过了社会对其施加有效
监管能力的增长，这已经导致了沿海栖息地的环境退化，向全球海产品供应
中引入杂质以及水产养殖工人不公正的劳动条件。一些组织，比如新成立的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和全球水产养殖联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相关标
准，但是许多生产商和国家尚未将那些标准纳入他们的日常运作规范之中。
各国都应该尽量鼓励整个水产养殖产业采用这些标准。

4. 重要鱼类栖息地的承认与保护。  野生鱼类的持续存在依赖于一系列
的生态系统，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关键的生态系统最易受到人口增长和发展
的影响。任何为稳定和重建野生鱼类的国家计划都必须包含：保护/重建盐
沼和红树林的计划；建立有迁徙重要性的河流中的鱼类洄游通道；保护某些
关键环境和栖息地不受海底拖网作业的破坏。因此，也建议报道海洋的新闻
从业者不仅要分析鱼类开发的模式，还要分析影响鱼类和贝类丰富程度的关
键环境因素。

5. 参与更大规模的控制污染和限制碳排放的环保运动。 渔业问题常
常从更大的环保运动中被分离出来，但是正如我们早前在本文讨论的，一些
重大问题，如排入海洋环境的工业污染物和大气中碳排放的过载，已经并将
继续对海洋生物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海洋问题报道
中应该努力为更大规模的环保运动提供自己基于科学的观察结果，以推动更
有力的污染控制行动和减少碳排放的全球标准。



给新闻从业者们的小建议

搭建与受众的桥梁
实现以上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同时吸引在海洋问题上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可能会比较困难。大多数读者对海洋环境知之甚少。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报
告的时候，必须不断地教导读者关于大海的各项基本指标。有多少海产品来
自野生鱼类？多少来自养殖？谁拥有海洋？海洋是如何管理的？主要的捕鱼
方式有哪些？这些方法如何影响到环境？鱼类和贝类是如何养殖的？哪些方
法是最可持续的？广大民众大多不了解这些基本的事实。即使经常报道海洋
的记者也可能发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基本信息——我们在海洋问题
上寻求的是一种“雪球效应”，即越来越多的大众读者会逐渐聚集于核心读
者群的周围，而这些核心读者们已经对于海洋科学和管理的基本要素有了基
础的了解。

此外，很多读者在海洋问题也面临着对海洋生物有些疏远的问题。陆生动物
与人类有许多共同点——双目视觉，四肢，恒温动物，反之鱼类通常缺少这
些特质，因此对我们而言有些陌生。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弄清楚如何克服
这种陌生感，介绍一个物种繁多而奇异的美妙环境，并且让读者更加接近这
种奇异的深刻含义。

第一种方法是尽量选择对读者的饮食习惯起到关键作用的物种类型。一
旦确认了关键物种，记者可以通过一些在线资源来搜集初步信息，比
如“Fishbase.org”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这里，记者能够通过常用名和
学名查找物种，并且查看相对的丰富程度，分布情况等诸多因素。此资源
提供多种语言服务，包括汉语普通话。另一些资源，比如http://www.sea-
foodwatch.org，提供关于个别物种的更详细的报告，以及一些特定国家的
相关信息。

接触和学习这些数据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每种鱼类或者贝类
都能够通过其进化和生命周期来讲述一个故事。鲑鱼讲述了遥远的海洋和
起源于某些国家心脏地带的河流如何联系起来的故事。金枪鱼告诉我们公海
的故事以及关于渔业的功能性跨国条约的谈判危机。虾类揭露了海岸退化的
问题，盐沼的消失和红树林的毁坏。除了这些熟悉的物种，也有一些在海产
品市场上出现的新物种讲述的故事。每当一个新的鱼类或者贝类品种在市场
上广泛的出现，它几乎总是在讲述一个意义深远的关于生态或经济的转变故
事。例如，为什么罗非鱼在其还不是原产于中国时就在该国出现？另外一个

海鲜鱼缸和西贡，香
港，中国一家酒家。



问题是，为什么金枪鱼寿司在其还被认为是异国情调的美食之前就在中国蓬
勃发展？

时间管理和获得机会
如果每次想做一篇包含第一手消息的渔业新闻时，都需要登上一次捕鱼船，
恐怕多数人都会发现在大海上花费大量时间有可能并不会得到相应多的报道
素材。有些国家可能会允许记者获得登上远洋捕鱼船，就像美国记者罗万•
雅各布森在写作其“关于新英格兰鳕鱼危机”这篇优秀的报道过程中所做的
那样。但是现在因为渔船经常在海上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来作业，而新
闻报道又讲究时效性。有几种方法可以不用花费过多的时间就完成合意的渔
业报道。以下是几个可能性：

远程跟踪船舶和渔业活动。远程跟踪船舶和渔业活动。由于网络和
GPS监控的创新，现在有可能通过计算机来远程跟踪在海上的船舶。网
站“MarineTraffic.com”允许研究人员能够比较容易地定位世界各地的船
舶。某些其它情况下，远程工作的记者还可以通过太空技术来寻找渔业的违
规现象。2013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的达拉•阿尔-阿卜杜尔拉扎克就在
她的书桌边通过卫星技术，观察到了船只在波斯湾使用捕鱼陷阱来大量超配
额捕捞。这种案头研究近年来大大得益于“谷歌地球”海洋功能的发展，使
得记者们无需实际踏上一艘船就能了解更多其周边的海洋地理信息。

访问当地政府渔业办事。机构并采访致力于研究你所报道的目标鱼种的
科学家。大多数州或者省都设有行政机关来裁定捕捞配额且直接与渔民社区
对接。因此，他们负责收集年度捕获量且在一段时间内追踪捕获量的数据变
化。访问这种机构往往会给这类的报道开个好头。

在海上旅行之前和之后采访渔民。除了作为丰富多彩的评论来源，渔
民们往往还能提供一些科学家所无法提供的东西：海上生活无数日子所形成
的经验。尽管科学家们常常一生致力于研究某种鱼类或者贝类，但是他们实
际在海上工作的时间还是会受到研究资金的限制，而渔民们则一生中大部分
时间都生活在和鱼类一样的自然环境中。

探访鱼类市场。反复考察鱼类市场往往可以揭示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
经济和生态变化。2009年，各地市场上虾类的逐渐减少或者价格上涨，有
可能是虾病早期死亡综合症出现的第一个迹象。同样，在1990年代这段时
期走访市场会发现巨鲶属的鲶鱼和罗非鱼的兴起和野生“白鱼”的减少，比
如鳕鱼。

对国际上发表的报告的核实。当地渔业部门和渔民可能不允许公布渔
业数据，或者在他们的报告中体现本地性偏见，幸运的是网络上还有资源可
以提供渔业和渔业管理方面的元数据，可以帮助记者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
在这方面，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从世界各国政府收集数据，对于寻找更多
的关于一个特定捕捞方式或者捕捞区域的详尽报告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水产养殖报道。由于水产养殖现在几乎占全世界海产品生产的一半，新
闻从业者有义务在水产养殖上花费一定的时间。幸运的是，这比报道渔业要
容易一些。通常通过陆地就可以访问水产养殖作业，并且往往可以从企业层
面而不是政府层面就能获得访问许可。不过，由于许多水产养殖公司关心海



产品安全的问题，记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公司将抵触他们要求去水产养殖场的
实地探访申请。在参观水产养殖基地时，也必须意识到一种可能性：受访的
水产养殖者通常会向记者展示的设施，并不一定在该公司的规范养殖操作中
使用。

常见的冲突来源
在组成最终的渔业报道的时候，一些观点的冲突不可避免，并且导致你的受
访者产生某些偏见，一些最常见冲突如下：

水产养殖和渔业冲突：渔民经常感觉受到水产养殖的威胁。他们倾向于
认为水产养殖压低野生捕获鱼类的价格并且威胁到他们的生计。同时，养殖
海产品的农民却往往认为渔业是一种过时的原始作业，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管
理。真相介于这两个观点之间，建议记者们先努力理解这些偏见，然后再将
他们展示给读者。

鱼匠捕鱼部门和产业捕鱼部门：大多数沿海国家都有一个鱼匠组成
的，小规模的近岸船队，每条船舶捕捞能力很小，单位渔获的就业量很高。
而大型船只组成的产业性远洋船队，则机械化程度高，每单位渔获的就业量
低，从捕捞量吨位来说生产率也比较高。鱼匠捕鱼部门经常反对产业捕鱼部
门，谴责其垄断配额且压低市场价格。同时，产业捕鱼部门则会指出管理一
个复杂的，多参与方的鱼匠捕鱼业的难度。产业捕鱼部门坚持认为对数量较
少、技术先进的船只强化捕捞配额，要比监控捕获量容易得多。许多国家都
力求同时保持这两个部门，同时调节他们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两个行业都抱
持着有力而正当的对立观点，他们之间的分歧便成为了新闻从业者可以大展
拳脚的沃土。

渔业科学家与渔民：渔民往往认为，他们在水上呆的时间最长，所以他
们最清楚渔业的情况。渔业科学家往往只能周期性地监控渔业活动，常常被
认为对捕鱼有偏见或者对一个特定渔业的丰富程度了解不足。捕获限额是基
于渔民和科学家之间的具体分歧上的，理解这一点对于野生渔业报道非
常关键。

当地问题与国际趋势: 在渔业方面，各种问题往往被表述为全球性问题。
例如，我们经常被告知现在渔业已经到达或者超过了其最大可持续产量。从
全球范围来看，这一点没错。但是每一个地区的情况不同，有效地管理实践
在一些地区已经到位，而鱼类资源也已经得到了稳定。牢记哪些问题是全球
性的，哪些是地区性的，能够有助于澄清一个特定问题的性质，并得出特定
区域的解决方案。

结论，未来研究和资源的主题
在21世纪开始之际，海洋还面临许多危险。除了在此工具书中提及的问题
外，其它问题如塑料碎片、有毒藻类繁殖、海洋声污染等等，都在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变得越发严重。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惊人的事实必须牢记：尽管
出现了所有诸如此类地退化，所有这些人类向大海倾倒的垃圾，大海依然活
着——甚至每年还能够产出超过8千万公吨的海产食物。报道海洋问题的新
闻从业者在每一次访问和每一次采访时都必须牢记这个统计数据。我们出生
的这个世界有着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营养的海洋来让人类繁衍生息。让我们
的孩子们未来也可以享受这片海洋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