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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犬猫与人群利益冲突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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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浪犬猫是生存于人类社会、介于宠物犬猫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一类特殊动物，其生存、活动、繁衍与

社区人群的利益有时会产生直接冲突。本文介绍了流浪犬猫福利的特征和内涵，指出了其存在传播狂犬病、易
攻击人类、粪便污染、噪声污染等与人群利益的有关冲突，由此提出减少遗弃宠物遗弃，减少食物浪费，加强
社区公共管理等人为因素控制措施，以及对流浪犬猫实施安乐死，重新收养以及人工绝育等方式化解两者利益
冲突，同时优化管理政策措施，平衡流浪犬猫福利和人群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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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y dogs and cats are special animals that live in human society and wander between pets and wild
animals，and their survival，activities and reproduction would often bring direct conﬂicts with people's interests. In the
paper，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welfare of stray dogs and cats were introduced，considering relevant
conﬂicts with people's interests，such as spreading rabies，easy attack on people，fecal pollution，noise pollution，
etc. Then some control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reducing abandoned pets，reducing food waste，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public management as well as euthanasia，re-adoption and artiﬁcial sterilization for stray dogs
and cats，so as to resolve the above conﬂicts. Meanwhile，policie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optimized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interests and the welfare of stray dogs and c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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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浪犬猫概况

和人类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人类对流浪犬猫的好恶

流浪犬猫，一般是指生活并游荡于城市社区、公
园、废弃建筑或农村的无主犬猫，其具有 3 个特征：

直接影响流浪犬猫的生存。流浪犬猫与宠物犬猫、
其他野生动物的习性区别如下（表 1）。

（1）不依赖特定主人生存，部分依赖于人类群体

流浪犬猫主要源于人类遗弃的宠物犬猫主动

的有意或无意识饲养；
（2）多游离在人类管理之外；

或被动脱离主人后而形成的“生物种群”。当流浪

（3）多生活于城市或乡村的人口、建筑密集区。

犬猫形成异于宠物犬猫的不同特质后，其繁殖的后

流浪犬猫不同于通常意义的野生动物。野生
动物，是指生存于野外山林、草原、高原、沼泽、

代也自然成为流浪犬猫种群的一个重要来源。
2

流浪犬猫与人群利益冲突

湿地等区域的动物，远离人口密集区，其生存和繁

流浪犬猫和人群的生活环境基本一致，其生

衍基本不受人类影响。而对流浪犬猫而言，其生存

存利益和个体福利会与社区人群的健康安全、生活

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其食物、住所、繁衍均

舒适、身心自由的需要出现矛盾甚至冲突。根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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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流浪犬猫与宠物犬猫、其他野生动物的习性区别

类别

流浪犬猫

宠物犬猫

野生动物

与人类关系
密切程度

联系很少

极其密切

无

食物来源

栖息环境

活动范围

繁衍方式

野生动物，野生
人类丢弃的食物、
主人吃剩的食物、植物及其种子和
人类排泄物、野
宠物专用食品
果 实 以 及 真 菌、
生动植物
苔藓、藻类等
建筑物（如桥洞、
主人的居室或主 远 离 人 群 的 森
废屋等）或户外
人 建 造 的 巢 窠、林、草原、山地、
的 树 丛、 草 堆、
笼子
沼泽、湖泊等
土洞等
活 动 范 围 小， 一 活 动 范 围 很 广，
活 动 范 围 较 大，
般在家中、社区、野外的森林、草
一般在城市或乡
公 园， 及 主 人 指 原、山地、沼泽、
村及其周边区域
定区域
湖泊等
自然繁衍，依靠 人 工 繁 衍， 由 主 自然繁衍，依靠
种间竞争获得交 人好恶来确定是 种间竞争获得交
配权
否获得交配权
配权

2.4

噪声污染
流浪犬猫的嘶吼声具有恐吓敌人、吸引异性、

招引同伴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然而，
嘶吼声也容易给社区环境带来噪声污染。春季流浪
犬猫发情时的持续嘶鸣声，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睡眠
质量，有的甚至会造成社区居民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2.5

造成恐慌
公园、社区的林木、花草密集处和房舍角落

经常会栖息流浪犬猫。人一旦在附近出现，流浪犬
猫的突然现身和随意奔窜，往往容易引起人的紧张
和恐慌。对惧怕犬猫的人来说，流浪犬猫的肆意奔
走冲撞所带来的不安和恐惧更加危险。此外，一些
流浪犬猫突然窜出导致骑自行车或电动车的人受到

与否，可以将流浪犬猫对人群造成的危害进行分类。

惊吓而摔倒受伤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2.1

3

传播狂犬病
犬猫是狂犬病病毒的主要宿主，也是导致人

冲突化解途径

3.1

人为因素
我国目前养犬数量超过 2

类狂犬病的关键因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狂

3.1.1

犬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数千例，仅次于艾滋病，超

亿只，养猫数量超过 1 亿只 [4]，其中多数作为宠物

过结核病而名列第二；我国人群的狂犬病发病死亡

饲养。然而，随意的遗弃是流浪犬猫产生和泛滥的

人数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 [1]。据文献资料，

最重要原因，即使按照犬猫的年遗弃率为千分之一

流浪犬猫携带狂犬病病毒的比例接近 100%。即使

测算，我国每年新增流浪犬猫约 30 万条（只）。

那些刚被主人遗弃的不带毒犬猫，经过一段时间的

考虑到恶劣环境、食物缺乏、疾病、竞争失败等因素，

野外生活，也会通过直接接触或间接感染原因携带

我国每年新增流浪犬猫至少在 20 万条（只）以上。
因此，减少和杜绝遗弃宠物犬猫，是断绝流浪犬猫

狂犬病病毒。
2.2

减少宠物遗弃

攻击或抓伤人类
流浪犬猫在野外生存，其尖爪和利齿成为其

维持自身生存和繁衍的重要武器，有利于其抢夺食
物、打击敌人、争夺配偶、防御侵害。同时，这也
对社区人群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威胁。当流浪犬猫
在进食时、发情期、哺乳期等敏感时间内，如果发

来源的重要途径。
3.1.2

减少食物浪费

流浪犬猫食物的主要来源

是人类丢弃、浪费的食物。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一旦出现饭菜剩余、食物腐败变质、口味不佳
或奢靡浪费等原因，食物就难免会被丢弃。流浪犬
猫正是靠着这类食物维持自身生存和繁衍。
3.1.3

加强社区公共管理，阻止流浪犬猫肆意活

现有侵入者，多会对人发起攻击。

动

2.3

犬猫防范，尽可能严格社区管理和驱除、报告制度，

粪便污染及散疫

社区的管理者和社区工作人员有义务做好流浪

流浪犬猫的粪便不但给社区环境卫生造成不

确保在发现无主犬猫后能够尽快处置，维护社区良

良影响，而且也可能带有一些致病微生物或人兽共

好环境卫生。政府部门也应当将流浪犬猫治理纳入

患的寄生虫，如戊型肝炎病毒、西尼罗病毒、布鲁

公共管理内容，通过增加财政拨款、实施流浪犬猫

氏菌、钩端螺旋体、弓形虫、华枝睾吸虫、蛔虫、

管控、电子芯片追踪、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普查等措

绦虫、钩虫等

[2-3]

，这给社区人群健康造成了威胁。

施，来掌握流浪犬猫活动规律、染疫风险、死亡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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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等内容，实施城乡流浪犬猫综合治理，有针对性

4

有关思考
流浪犬猫关系到公共卫生和人体健康，因此

地扑杀高风险流浪犬猫。
3.2

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然而流浪犬猫的

流浪犬猫因素
对患重病、残疾、即将死亡

管理同样是一个难点，如何平衡流浪犬猫的福利和

的流浪犬猫实施安乐死，是人类爱心的体现。争议

人群利益，也考验着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和工

较多的是对那些身体健康、尚未对人群造成严重伤

作水平。

害的流浪犬猫实施安乐死是否应该安乐死，这种行

4.1

3.2.1

实施安乐死

在流浪犬猫福利与人群利益间寻求平衡点

为是否有悖于人道主义。而且大规模实施流浪犬猫

流浪犬猫福利与人群利益在很多方面是存在冲

安乐死也存在难点，如尸体后续处理是火化还是填

突。一是在社区管理中，物业管理部门应当被赋予流

埋？火化优点是骨灰好处理，缺点是难以找到合适

浪犬猫管理权，能够及时有效处置流浪犬猫，防止其

的火化场所；填埋的优点是无需专门处理设备，缺

在社区内肆意活动，减少对人群利益的损害；二是政

点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填埋场所，且难以保证犬猫尸

府部门应当建立流浪犬猫处置法律法规和专门机构，

体不被人或动物挖出。

能够及时处置染疫、咬人、生病等高风险流浪犬猫，

3.2.2

重新收养是流浪犬猫重新回归

并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投诉举报信息；三是任何组

人类社会的重要方式，但也存在着较大障碍。一是

织和个人应当尽量避免对流浪犬猫的歧视，在维持自

犬猫的健康状况不明，需要新主人自费体检、治疗

身正常行为活动的前提下，避免刺激、打搅、伤害流

乃至注射疫苗；二是与新主人重新建立心理认同需

浪犬猫，不得以任何理由虐待流浪犬猫等。

要较长时间。流浪犬猫经过长时间的流浪生活，原

4.2

重新收养

流浪犬猫福利要让位于社区人群利益

来的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生活也导致其难以短期

当流浪犬猫和社区人群利益无法调和时，社

内克服心理障碍，需要新主人较长时间的心理安抚

会舆论和公共制度应当首先维护社区人群利益。当

和互动。

前，世界上拥有上亿级数量规模的脊椎动物种群，

3.2.3

人工绝育

据测算，成年雌性犬猫 1 年可
[5]

绝大部分都是可供人类食用的家畜家禽，以及作为

以繁殖约 10 只幼仔 。虽然限于食物、环境、交

人类宠物的犬猫。只有少数动物种群在不依赖人类

配机会等原因，流浪犬猫无法完全按照这个数量繁

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如此规模，如老鼠、兔子、鸟类

衍后代，但流浪犬猫种群的内部繁衍是流浪犬猫种

等。因此，从犬猫种群整体看，依赖人类是其种群

群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流浪犬猫采取绝

得以保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育措施是有效减少流浪犬猫种群规模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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