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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PA: World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更名为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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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表演
就是动物虐待
全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遭到诱捕、囚禁和伤害，
它们被迫离开栖息地，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供人娱乐。

野生动物旅游景点常常在节假日推出骑
乘大象、与老虎拍照，或者与海豚游泳
等野生动物娱乐活动。

然而，如果大多数热爱动物的人士知道
动物表演背后存在着动物虐待行为，相
信他们不会参与此类娱乐活动。

H30多年来，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长期致
力于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及公众
保护野生动物，使它们避免遭受以娱乐
为名义的动物虐待。 

本报告介绍了在全球范围内以娱乐为名
义最为严重的五种虐待行为。

我们呼吁全世界动物友好型旅行者和旅
行社，与我们一起，拒绝动物表演，终
止动物虐待，让野生动物在它们真正的
家园——大自然中自由生活。

图片：一只野生老虎正在追逐猎物。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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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乘大象 野生亚洲象
介绍

象群/家族成员数量：

平均寿命：

活动范围：

地理位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状态：

野生象数量：

20只以内 –母象领导

最长可达70年

600平方公里

亚洲和东南亚13国境内

濒危

38,500 - 52,500

25年以来，大象所有者、野营团和旅行社一直向游客提供满
足其对《森林王子（Jungle Book）》幻想的娱乐活动。然而，
游客一生一次的体验却意味着大象终生生活在痛苦之中。

很少有游客能够意识到，他们所骑乘的
高大动物是尚未真正进化到能够背负重
物的野生动物，但残忍的训练已摧残了
它们的意志。

野生小象刚出生几个月，就被残忍地捕
获，从此离开了它们的母亲和家族。为
供人们一时兴起，它们终生遭受着身体
和精神的巨大创伤。一开始，人们使用
隔离、饥饿及殴打等残忍的方法摧残它
们的意志，训练它们为游客表演，小象
承受着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和不幸遭受
虐待的人们一样，大象也会患有创伤后
应激障碍。

终其一生的虐待

虐待行为伴随大象的一生。驯养员会使
用带刺的工具，如狼牙棒（有尖钩的长
棍子），以便在表演和游客骑乘时控制
它们。 

这些棍棒造成的伤口极易引起感染。此
外，当游客骑乘大象时，人们通常会在

大象身上绑缚绳索，使其在日照强烈
的高温环境下行走在混凝土路面上，
这会对它们的脚造成严重伤害。不仅
如此，人们通常会忽视大象其实是高
度社会化、有感知的动物，让它们长
久离开象群“社会”对它们的成长是
非常不利的。

残忍的虐待行为，使大象在身体和心理
上遭受着双重考验，全世界约16,000只
亚洲大象遭受囚禁——它们大多数是在
幼年时从野外捕获。

不仅在亚洲，南非、博茨瓦纳、津巴
布韦和阿根廷，也存在骑乘大象的娱
乐活动。

左图：游客在亚洲骑乘大象（来源Flickr.com）。

右图：母象和小象在印度国家公园草地上行走。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与狮子散步 野生狮子
介绍

狮群成员数量：

平均寿命：

活动范围：

栖息地：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状态：

野生数量：

平均13只狮子

雌狮：10 -14年
雄狮：10 -12年

平均200平方公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印度西部（亚洲狮）

易危

少于25000只

与狮子结伴穿过美丽的非洲大地是许多热爱野生动物人士的
梦想，现在，这一梦想已经能够实现。然而，在人们与狮子
亲密接触的背后存在着严重危害动物福利的问题。

狮子是野生动物。虽然在圈养过程中，
它们会与人类饲主亲密接触，但其本身
拥有的习性则难以改变。抚摸幼狮、与
狮子散步，以及与狮子合影等体验活动
在非洲南部最为常见——特别是南非、
津巴布韦、赞比亚和毛里求斯等地。这
些体验活动依赖于人为圈养方式出生和
野外捕获的幼狮。

对于狮子幼崽和母狮来说，分离让它们
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野外，它们通常
至少在一起生活两年。野生雌狮通常两
至三年产一次仔。然而，那些供娱乐的
雌狮每年被迫产两至三次仔。

永无止境的残忍

幼狮出生几周后，人们便将其从母狮怀中
夺走，从此它们将频繁遭受主人的触摸，
直到它们能够独立觅食，和吸引游客参
观。它们每天生活在付费触摸和拍照的循
环中。这与野外幼狮的生活截然不同。野
外长大的狮子自小受到母狮关心和爱护，
生活无忧。人工饲养的幼狮却因长期遭受
压力和睡眠不足，导致毛发脱落，并出现
腹泻等其它疾病。此外，据报道称，如果

狮子表现糟糕，人们会给它用药或是虐
待它们，直到它们服从与游客合影或与
游客散步的要求。

有时，人们会将它们禁锢在小型围场
内，作为狩猎对象，让猎手射杀它们。
过去15年来，南非建立了逾160个狮子
狩猎营。狮子圈养产业利润丰厚，需求
强劲，在几年前，禁止狩猎狮子的法律
就已经名存实亡。

幼狮和成年狮子也会被卖给动物园，或
富有的野生动物收藏家。

人为饲养的狮子存在诸多弊端。由于丧
失了必要的野外生存技能，经过人工饲
养长大的幼狮已无法放归野外。此外，
将一只对人类熟悉的危险大型肉食动物
放生，也是对于当地缺乏保护的居民极
不负责的行为。尽管体现狮子和人类感
情的故事时有发生，但狮子天生具有野
性，始终有伤害人类的可能。由于栖息
地丧失、不受监管的狩猎，以及出于商
业目的幼狮捕获行为，整个南非的狮子
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右图：坦桑尼亚国家公园内的两只狮子和远处的羚羊。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与老虎拍照 野生虎
介绍

虎群成员数量：

平均寿命：

活动范围：

栖息地：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状态：

野生数量：

通常独居

10 -15年

达450平方公里

少数发现于亚洲森林

根据不同的亚种情况，分为极度
濒危或濒危

3200只

与老虎一起定格完美的瞬间似乎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但是，动物友好型旅行者应该拒绝这样的机会。

在泰国、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和阿
根廷等许多国家，一些旅游景点和其它
场所将圈养的老虎用作拍照道具。这是
一项令人震惊的残忍活动。

大部分老虎幼崽以圈养的形式饲养，它
们通常在几周大的时候便被从母亲身边
带走。为确保游客的安全，老虎的犬齿
和利爪被无情的剔除，这个过程会为老
虎带来极大的痛苦。体型过大而无法供
拍照使用的小虎，可能会被杀死或卖给
路边私人的兽笼所有者。

残忍的控制

“训练”的方法非常严厉。泰国老虎寺
等场所常常让成年老虎作为领头，对它
们进行惩罚，使它们驯服。据报道，在
不供游客参观时，老虎会被关进狭小沉
闷的笼子。

通过圈养及人工饲养繁殖，现有和潜
在的老虎景点运营商可以更加轻松地
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与老虎接触的需
求。在泰国，我们发现仅仅10个经营
场所就圈养了约614只老虎。在2007

至2010年，老虎寺的老虎数量已从20

只增加至70只。

随着天巡网（Skyscanner）等旅游公司将
老虎寺作为推荐景点之一，老虎的数量
可能会持续增长。每年有超过2600万游
客前往泰国。人工饲养繁殖也是引起许
多老虎健康和福利问题的主要原因，包
括部分色盲、畸形足、腭裂、脊柱畸形
及心肺肾问题。

仅在美国，就有5000只圈养老虎，远远
超出了野生老虎的数量（3200只）。

左图：游客在泰国寺院与老虎一起拍照。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右图：一只行走在印度国家公园内干枯草地上的老虎。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与海豚一起游泳 野生宽吻海豚
介绍

海豚群成员数量：

平均寿命：

活动范围：

地理位置：

野生象数量：

约12只海豚

50年

300平方公里

热带和温水水域

约600000只

与海豚一起游泳常常被列入“愿望清单”，但为了让游客梦
想成真，海豚又遭受了多少痛苦？

大部分“海豚偶遇”不是发生在辽阔的
海洋，而是在条件受限的海豚馆。许多
游客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狭小沉闷的环境
永远无法复制海豚的自然栖息地，也无
法使海豚自由地活动。当然，更没有人
会告诉这些游客有关残忍囚禁海豚的完
整内幕。

许多人工饲养的海豚都是从野外捕获的
宽吻海豚。人们驾驶着高速的船只追逐
海豚群，捕获后的海豚被甩至船舱里，
在甲板上随处拖拽，或将它们装进网
中。海豚复杂的社会群体和联系遭到破
坏，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痛苦，很多海
豚在被捕后不久便死去。

囚禁的压力

存活下来的海豚生活在含氯水池中，相
比广阔的大海，水池空间十分有限，生
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可在短短20天行进
1076公里。氯会导致海豚的皮肤和眼睛
出现疾病。受困在热带地区含氯水池中
的海豚，由于无法躲避到海洋深处，更
会因此被晒伤。另外，海豚还容易患上
各种疾病，包括可传染给人类的疾病。

因此，许多海豚依赖抗生素存活。囚
禁的压力可能引发心脏病和胃溃疡。

水池的四壁过于光滑，不同于海洋自然
地标的岩石和珊瑚，干扰了海豚使用回
声定位进行自然导航。

野生海豚一般可以存活50年之久，而
人工饲养海豚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野
生海豚。

数量日益增多

全球约有80处提供与海豚游泳活动的
注册场所，约有1600只被迫从事娱乐
项目的海豚。

但是，并非所有的娱乐场所都登记在案
或持续进行数据更新。因此，实际数字
可能会更大。

北美、亚洲、南美、欧洲、澳大利亚、
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地区都发现了这些
场所。有些场所与圣迭哥海洋世界的规
模相当，这里曾在2012年吸引了400多
万名游客。 左图：一名男士在水族馆与海豚一起游泳。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右图：一只海豚跟随船只跳出海面。
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跳舞的猕猴 野生猕猴
介绍

平均寿命：

活动范围

地理位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状态：

野生数量：

31年

300平方公里

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

长尾猕猴——无危
猪尾猕猴——易危

未知

如果在亚洲街道、动物表演秀和动物园里跳舞、表演节目
的猕猴们能够向人们讲述，那么它们的故事肯定会让人感
到难过。

仅在印度尼西亚一国，每年约有3000只
小猕猴惨遭猎人折磨，为了抢夺它们，
它们的母亲已被残忍的杀害。在正常情
况下，小猕猴需要在母亲身边生活十一
个月之久，但是如今它们饱受创伤，以
非正常地方式离开母亲的怀抱，部分猕
猴被贩卖给了娱乐行业。一旦新主人接
手，它们便开始了恐怖的训练经历。

猕猴“受训”进行表演、跳舞、“弹”
吉他、骑自行车或从树上为游客摘椰
子，但是这些训练方法非常残忍。所有
的猕猴都经受着长期的身心伤害。

严格的控制

起初，猕猴的脖子上通常带着项圈，以
便对其进行控制。随着猕猴的长大，项
圈越来越紧，最后这种金属物质会嵌进
皮肤，引起严重的感染和疾病。当小猕
猴不接受训练或不进行表演时，则用铁
链将其锁在简陋的小笼子里或者拴在露

天环境下。通常，人们每天对猕猴训
练四到六个小时，这会持续四到六个
月的时间。可能是一对一训练，也可
能是几名驯兽师在训练中心对几只猕
猴进行集体训练。为了使猕猴用两条
腿站立，培训师将其手臂系到背后，并
用铁链拴住脖子，强迫它们站起来，直
到它们能够双脚站立。虽然饱受恐惧和
痛苦，但这些猕猴不得不在数小时内保
持这种姿势。猕猴如果不能完成所要求
的动作，比如拿取道具或穿衣，通常会
遭受鞭打。

许多小猕猴没能从这种严酷的训练中存
活下来，而幸存下来的猕猴们，在年老
或者无法控制之前，几乎每天都要进行
表演，一演就是五到十年。最终它们会
被卖到餐馆，成为人类口中的美食。

左图：泰国猕猴正接受表演训练。

右图：一只在马来西亚野外生活的雌性长尾猕猴。
图片来源：iStock图片库，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终止动物虐待行为

采取行动使野生动物
回归大自然

如何打破
残忍的产业链

我们的工作——
终止“跳舞熊”表演

在此之前，“跳舞熊”表
演一度是希腊、土耳其及
印度游客和当地人的一种
常见的娱乐活动。

我们推动希腊、土耳其和
印 度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通
过“还熊自由”行动，取
缔了跳舞熊这项娱乐表演
活动。

下载我们的动物友好型旅游指南，采取行
动，成为一名动物友好型的旅行者，推动世
界保护动物。

一般来说，大多数动物娱乐表演的消费
者都未意识到他们观看的动物们所遭受
的痛苦和虐待，也不知道它们生活在极
端恶劣的生存、饲养条件下。

为了满足这一残忍行业的需求，猎人通
常会在野外将母熊射杀，然后带走幼
崽，贩卖给一些不法分子。这些新主人
会在幼崽的鼻子上穿上金属环，用铁链
束缚它们，对它们进行训练，使其能够
伴随音乐跳舞。训练方法包括用力拉拽
铁链和鞭打熊腿，有时候还会让它们站
在热金属板上，迫使其站立。

在“跳舞熊”表演被终止之前，每年有
一百多只幼熊被从野外捕获。1998年，
我们终止“跳舞熊”项目启动，当时，
在旅游胜地和乡村地区有1000多只熊被
迫从事这项令人难以接受的娱乐活动。

2012年，我们通过为从业者提供其它
更为稳定的工作机会，终止了印度海兰
达尔传统的“跳舞熊”娱乐表演节目。

五十多名海兰达尔人对放弃“跳舞熊”
表演、交换生计的做法极为抵触，但我
们与印度野生动物基金会（WTI）合作
开展的为期五年“替代生计”项目获得
了100%的成功。替代的工作机会包括经
营面包店、商店和从事出租车生意等。

其它关键的成功项目包括与WTI和当地
民众开展合作，阻止人们从野外捕获
熊类。

我们对400多位政府林业工作人员和远
程反偷猎中心监督志愿者进行了反偷猎
监督培训。

为解救出的熊提供一个有所依靠的、安
全的庇护所同样至关重要。这些熊所遭
受的囚禁和虐待经历导致它们无法再回
到野外自力更生。第一批被解救出的熊
被运送到一处由我们投资建设的避难所
内饲养，后来我们将该庇护所捐赠给了
当地的野生动物救助组织。而该野生动
物救助组织之后又在印度建立了其它避
难所，致力于照顾被解救出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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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我们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We end the needless suffering of animals.
我们致力于终止动物虐待。
We influence decision makers to put animals on the global agenda.
我们影响决策方将动物保护纳入到全球的日程中。
We help the world see how important animals are to all of us.
我们帮助人们认识到动物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We inspire people to change animals’ lives for the better.
我们鼓励公众选择“动物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善待动物。
We move the world to protect animals.
我们推动世界保护动物。

worldanimalprotectio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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