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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志愿者野外科考

奇瑞保护普氏野马与双峰野骆驼
近日，奇瑞汽车携全新一代

瑞虎 8 代言人杨烁并邀请全新
一代瑞虎 8 车主家庭及媒体，一
同出现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芦草井保护站。 他们
以科研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保护
区内的科学考察活动，为普氏野
马与双峰野骆驼的保护提供监
测数据。

在保护站，奇瑞汽车正式启
动“守护家园 燃动此刻”保护普
氏野马与双峰野骆驼公益行动。
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振
明，奇瑞汽车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杨宁，及奇瑞保护普氏野马与双
峰野骆驼项目公益大使杨烁分
别致辞。 最后，由杨宁代表奇瑞
汽车向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捐赠 3 台全新一代瑞虎 8
作为野外科考用车。

最后的天然生态屏障

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与库姆塔格沙漠、 罗布泊交
界，在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中
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大面
积、良好的湿地植被、胡杨林和
荒漠灌草丛，成为甘肃、青海、新
疆三省区交界处各种野生动物
的“救生圈”和“避难所”。

在罗布泊干涸， 塔克拉玛
干、 库姆塔格两大沙漠日趋合
拢的形势下， 敦煌西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已成为阻挡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东侵甘肃河西走廊
的最后一道天然生态屏障，它
对保护敦煌乃至中国西部生态
平衡，改善区域气候条件，保证
敦煌工农业生产和旅游产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 特别是保护世
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将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野马的野生种群其实已经

灭绝。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野马
重新从欧洲引回中国，在新疆半
散放养殖，为野马重返大自然而
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工作。

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于
2010 年首次在甘肃敦煌西湖国
家自然保护区放归普氏野马，并
对其放归进行实时情况监测。

敦煌普氏野马的试验性放
归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次放养的 7 匹普氏野马在两
年的时间内，不但适应了敦煌西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而
且还成功繁育了下一代普氏野
马。 但是，普氏野马的放归研究
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普氏野马成功放归仅仅是研究
工作的开始。 普氏野马这种典型
的草原物种，在敦煌西湖这种荒
漠化地带能否长久地生存下去，
尚需长期和持续监测。 目前，敦
煌西湖国家级保护区的普氏野
马已达到 34 匹。

而野骆驼即双峰驼，由于生
存数量极少，是敦煌西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最重要及最有价值
的保护物种。 据了解，目前世界
上仅存的野生双峰骆驼约为 730
峰到 880 峰之间。

通过本次科考志愿者参与
所积累的数据，将会对以后的普
氏野马和双峰野骆驼放归后的
行为，及栖息地生态情况的科学
评估起到重要作用。

恶劣环境中的志愿者

保护区内有千年边塞，有两
千多年历史的玉门关和阳关遗
址。 但此行的科研志愿者们，顾
不得在遗址上留恋，也顾不得去
领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
征人未还”“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中的
意境， 已经在炙烤的太阳下，开

始观察普氏野马的行踪，监测野
马的水源地，并观察测量荒漠内
的胡杨林的生长情况。

在考察的短短四天时间里，
科考志愿者们经历了 3 次沙尘
暴、1 次沙漠大雨，体会到了沙漠
气候的严酷性。 但是，志愿者们
都没有退缩，坚持去完成规定的
科考任务。

“八月份沙尘暴是很少见
的。 ”孙志成告诉《公益时报》。孙
志成是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首席科学家，已经在这片土
地上坚守了 39 年，被称为“荒原
上的守望者”。 日常的科考工作
枯燥乏味， 沙漠的气候反复无
常，是什么让他坚持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楼兰的故事，敦
煌的生态环境和野生珍稀动物，
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 我不能让
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 孙志成
说，“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信念。 ”

普氏野马在西湖保护区内的
放归， 也成为了孙志成重要的牵
挂。“像普氏野马这一典型的草原
物种， 在敦煌西湖这种荒漠化地
带能否长久地生存下去， 本身需
要有人长期和持续的监测。 ”长期
伏案写科研报告的工作， 让孙志

成患有颈椎病。他笑着说，他也喜
欢在荒漠上转转，“这样颈椎都感
觉不到不舒服了”。

“一个新物种的命名权，通
常属于发现他的研究人员，普氏
野马就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探险
家普热瓦尔斯基首次发现，从而
以他的名字正式命名。 我也希望
青少年从小多参加这类野外公
益，未来有更多中国人自己的发
现和命名，同时为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及生态建设作出重大贡
献。 ”孙志成对于本次小小科考
志愿者的参与，给予厚望。

奇瑞环保不遗余力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品
牌的一面旗帜， 奇瑞汽车 20 多
年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造自
主好车的发展理念，踏踏实实不
断为用户设计生产出更优质的
产品。 这次选择敦煌西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作为公益首站，也正
是与保护区科学家孙志成的执
着精神相契合。

除了此次保护普氏野马与
双峰野骆驼公益行动， 多年来
奇瑞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不遗

余力。“奇瑞汽车在实现自身发
展的同时， 始终坚持履行社会
责任。 ”杨宁介绍，从 2008 年起
奇瑞汽车耗资百万在甘肃民勤
建立“奇瑞防沙公益林”，历时
10 年从未中断；2018 年 3 月 ，
奇瑞公益生态林建设再出发，
启动位于民勤的奇瑞新能源生
态林项目；2012 年，奇瑞开始为
四川木里捐书助学并联合奇瑞
车主捐建“新奇军希望小学”，
另外， 还通过安徽大学教育基
金会设立 1000 万元助学基金。

“奇瑞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秉持
绿色环保理念， 最大限度减少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奇
瑞在切实的公益活动中， 竭尽
所能地拓展多领域、 发挥更大
影响力。 ”杨宁说。

谈到和演员杨烁合作的原
因时，杨宁表示，奇瑞汽车热心
公益，一路走来，从未停止，未来
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杨烁的身体
力行，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和奇
瑞的理念不谋而合。 杨烁的亲身
参与，给社会公众起到了良好的
表率作用，通过他的参与，能够
唤起更多人对环境保护行动的
关注。

杨烁在接受《公益时报》采
访时表示，明星公益，要说更要
做。 这不仅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
起的表率作用，更重要的是自己
在参与过程中， 有很多直观感
受。“特别是这次与大自然的对
话，对濒危动物和我们生存的环
境的了解，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
有的经历。 ”杨烁说。这次杨烁特
意带儿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希
望对儿子也是一次难忘的回忆，
在他以后健康成长的过程中，无
论是小到生活习惯的养成，还是
价值观的建立，都能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

（徐辉）

2019年 8月 22日，致力于对
传统文化教育传播领域进行公益
资助的“敦和·莲子计划”书院基

金（二期） 终评会在北京落下帷
幕， 最终分别来自 6个省市的 10
个项目脱颖而出，分别获得 10 万

元及 5万元的公益资助。
“敦和·莲子计划”书院基金

由敦和基金会与书院中国基金
会于 2017 年 11 月发起， 以包含
书院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传播
推广机构中的优秀项目为资助
对象，以“书院在线”网站作为项
目申报及展示主要平台，以指标
评估、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相结
合建立筛选机制，以资金资助为
主，以专家指导、行业研讨、资源
对接、品牌传播等系列帮扶手段
贯穿资助前后。

2018 年 8 月，该计划完成了
第一期评选， 选出的 10 个项目
正在接受资助。 第二期自今年 2
月启动，至 5 月 10 日招募结束，
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
152 个申报项目。6 月 14 日，为期
四周的初评在北京结束，最终 15

个项目脱颖而出。 组委会旋即开
始赴各地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并
在 8 月初， 评选出 12 个项目进
入本次终评。 两家基金会投入百
余万元公益资金对第二期的获
选项目进行扶持。

本次终评会专家评审由国
内学术界、公益界、媒体界的专
家代表构成。 评选由三部分组
成。 首先通过路演，评审专家对
项目概况及其所属细分领域的
情况更加明晰； 在问答环节，大
家从社会价值、团队、项目现状、
可持续性等角度与项目方进行
了深入沟通；最后，经过严谨的
分析和充分的讨论，最终评选出
10 个项目及其对应的资助额度。

其中，获得 10 万元资助的项
目有鹿门书院、“老济南记忆公众
教育” 项目、“走进京剧之美”项

目、横渠书院、“城市走读，重读杭
州”项目；获得 5 万元资助的项目
有：壶林书院、“浙江越调吟诵”项
目、“村妈妈 好家风”项目、“瓶花
与传统节日” 项目、“社区非遗科
普绘本教学”项目。

为体现扶持的广泛性和深
入性，让莲子计划项目人员与专
家深入学习、沟通，向媒体充分
展现自己的项目情况， 终评会
后， 组委会安排了与会专家、参
评项目、未入围项目代表以及媒
体人士就“书院振兴与传统文化
教学实践”，“文化艺术、 城市记
忆的创新传承”两个话题进行了
研讨。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组委会还将面向所有申报项目
组织多场讲座、研讨会、参访与
资源对接等赋能活动。

（高文兴）

十项目获“敦和·莲子计划”书院基金资助

获评项目代表合影留念

被放归自然的普氏野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