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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4479 米，位于 109 国道
边的索南达杰保护站里， 一岁左
右的小藏羚羊并不知晓这些，还
带着胎盘就被抱回来的它， 标志
性的黑色长角还只有中指长短，
撒娇一般蹭着副站长龙舟才加的
腿。 这样的救助，每年都在发生。
最开始， 龙舟才加还会给照顾的
小藏羚羊取名字，现在，他已经很
久都不会做这件事了，“它们属于
可可西里，不属于人类，有了人类
的名字， 牵绊更深了”“它们才是
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

在可可西里， 盗猎的枪声 ，
已经十余年没有响起。 这里的藏
羚羊数量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盗
猎活动最为猖獗时不足 2 万只 ，
增加到了现在的 7 万多只 。 初
夏 ，裸黄广袤的高原上 ，藏羚羊
妈妈们将从冬季交配地一路向
北，行至夏季产羔地 。 约 300 公
里的跋涉后 ，在卓乃湖 、太阳湖
等处，这个族群将迎来新生。

草枯草绿 、百畜安生 ，一如
千百年来， 这片土地上的秩序 ，
神秘从容，未曾被打扰。

淘金者、盗猎者、保护者

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生性敏感的藏羚羊， 奔跑速

度可达每小时 80 公里，但在穿越
不足 10米宽的青藏公路时，它们
往往会放慢速度反复“打探”。

从 10 多年前，藏羚羊们来回
徘徊、 尝试两三天才能通过青藏
公路，到现在，羊群短则十多分钟
长则几个小时就可以顺利通过。
这意味着，在可可西里，人在加强
对动物的保护， 动物也在逐步适
应人类和铁路、公路的存在。

“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从
濒危时的不足 2 万头， 到现在 7
万多只。 雪豹、藏野驴等珍稀野
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逐年增
加。 ”赵新录热爱这里，1997 年，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建立时，刚
从部队复员的他成为第一批进
入保护区的队员。 如今，他是索
南达杰保护站站长，那里有着外
设保护站中唯一一所藏羚羊救
助中心。

枪声， 在空旷安静的荒原，
已多年没有响起。 曾经，它是这
片土地上最为突兀的存在。

疯狂的盗猎源于藏羚羊皮和
羊绒的巨大经济价值。 在欧洲市
场上， 藏羚羊羊绒是高档时尚品

“沙图什”披肩的原料。 这些用藏
羚羊绒织成的披肩可以从一枚小
小的戒指中间穿过， 在世界顶级
时装店以每条上万美元的价格出
售。而一条披肩的原料，需要猎杀
3到 5只藏羚羊。 上世纪 90年代
中期， 一张藏羚羊皮在可可西里
或格尔木的售价是 300 到 500
元，到了印度、尼泊尔边界，价格
可以涨到 2000到 3000元。

对赵新录而言，他永远不会
忘记，也不敢忘记，那些疯狂盗
猎后留下的无声画面。

被剥皮的藏羚羊， 血肉模

糊，静静躺着，一层一层堆积起
来。 一颗子弹打穿了两只羊，有
的羊被打伤后就被剥皮，残忍凌
迟后还有微弱气息， 慢慢死去。
在血流成河中，蹒跚的小羊艰难
寻找着母亲的乳头，最终被饿死
在一边。 更多的，是母羊肚子里
已经成型的小羊，无缘人间。

有人因为贪婪杀戮，也有人
在用生命守护。

1994 年 1 月 18 日，杰桑·索
南达杰和 4 名队员抓获了 20 名
盗猎分子，缴获 7 辆汽车和 1800
多张藏羚羊皮，在将盗猎分子押
送至太阳湖附近时，索南达杰遇
袭。 他在与持枪偷猎者对峙中牺
牲，零下 40℃的风雪中，被塑成
一尊冰雕。 那一年，他 40 岁。

索南达杰的牺牲，让全世界
都认识了可可西里和藏羚羊。

为保护藏羚羊，1996 年可可
西里被列为省级保护区，1997 年
成立保护机构，同年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 这是中国目前
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被誉
为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也是第
一个为保护藏羚羊而设置的自
然保护区。

命运的交响

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纪念碑
静默矗立，接受着往来游人的悼
念。 这是进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
区的必经之路。 往返于此，可可
西里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即使开

着车，也会在经过时脱帽致敬。
雪山脚下，经幡吹动，那些

故事，一直都在。
索南达杰牺牲后， 他的妹

夫，时任青海玉树州人大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
动申请“降级”去治多县任县委
副书记，招募队员，重建西部工
委， 继续索南达杰的保护之路。
更进一步的，他开始在可可西里
实施封闭式管理。

三年后，扎巴多杰去世。纪录
片导演彭辉留下了他生前的影
像，那是个“野牦牛”一样的藏族
汉子，身材健壮爱流汗，说话直接
不拐弯。曾在一次聊天中，彭辉问
他， 纪录片里会记录下他瑕疵的
一面， 包括最早期为了维持保护
队运转卖过收缴的皮子， 也曾在
生气之下将盗猎者的腿打断。

“你知道吗，他就直接一大
掌拍过来，说‘这才是真实的我
呀，怕什么，拍就是。 ’”三年的拍
摄里， 彭辉深深走进了这个家
庭， 他记录下了扎巴多杰的妻
子、索南达杰的妹妹白玛在失去
两位至亲后，仍将大儿子普措才
仁送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 成为一名森林公
安；她支持二儿子秋培扎西在大
学毕业后，也进入管理局，成为
保护站的一位辅警。

如今， 扎巴多杰的两个儿
子， 一位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
一位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 一个
守在藏羚羊迁徙的路途上，一个
护着藏羚羊主要的产仔地。

幼年， 坐在舅舅索南达杰的

红色摩托车后，驶过家乡的草原，
秋培扎西以为自己长大后会成为
一个牧羊人，却未曾想，命运交给
他牧的，是藏羚羊。 现在，秋培扎
西的儿子都已经长大， 但他仍很
难用家里出了英雄的心情去面对
亲人的离去。在他心中，那是永远
无法被替代的失去。

对于更多的人而言，从索南
达杰之死开始，可可西里的巨大
的象征性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
这块地域以及藏羚羊这个物种
本身。

龙舟才加还记得学生时代
偷偷溜进电影院的故事， 当时，
他看的那部电影与索南达杰有
关。 长大后，一则招聘启事给了
他机会。 进入可可西里管理局
后， 他先是在五道梁保护站工
作。 老队员外出时，保护站只有
他一个人。 冬天，天地白茫茫的
一片，他便拿着望远镜，去求证
藏羚羊“小羊跪乳”是不是真的，
再看着一群群的动物，在荒原上
跑来跑去。

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不孤独。
青海省国土面积的近 9 成

被列入了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
发区。 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中，生态环境保护
已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
提和刚性约束。 近 15 年来，青海
湖水位上升了 3 米多、面积扩大
了 300 多平方公里。

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有利
于周边气候变湿变暖，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当地野生动植物和
鸟类栖息环境以及整个环湖地
区的生态环境。

可可西里未曾被打扰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
‘国之大者’。 ”今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
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要
地， 要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
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
大使命。

高山厚土，大美画卷，缓缓
展开。

在可可西里，冻土面积达到
90%以上， 冰川和冻土成为巨大
的固体水库和资源，是青藏高原
的“肾”和“肺”，也是壮阔的动物

王国。 有贪婪的人，用了大半个
世纪，想要征服。 也有人，选择用
几代来坚持守护和恢复。 在这
里，你可以清晰看见，一个人、一
群人、一代人是在怎样抗争中保
护，在敬畏中还给自然以休养生
息，并不断寻找着人和自然之间
的平衡。

又到了藏羚羊产仔的季节，
卓乃湖保护站的队员会一直守
护直到藏羚羊携子离开。 赵新录
曾经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在两
个多月与世隔绝的守护中，只有
他和另外一位伙伴朝夕相对。 每
天早上起床，帐篷外围满了藏羚
羊， 他们穿着短裤行走在羊群
中，互不打扰。

遇到过棕熊， 也遇到过狼，
赵新录会和伙伴一起躲开或者
是驱赶。 而当有野兽袭击藏羚羊
时，他们不会有任何干预。

“弱肉强食，这是大自然的
法则，我们人类不能去干预。 ”事
实上，每次看见狼咬着小藏羚羊
扔来扔去，把玩猎物，听着小羊
和羊妈妈的哀嚎， 赵新录会难
过， 但在可可西里管理局里，所
有人的共识就是， 动物的事，就
应该让动物自己解决。

于是， 在索南达杰保护站，
被救助的野生动物，都会被赋予
动物的独立性。

事实上，这是一个看似矛盾
又艰难的过程。

龙舟才加曾将还带着胎盘
的小藏羚羊用毛毯裹着，捧回保
护站， 这个没抱过婴儿的小伙
子，带着没满月的小藏羚羊同吃
同住，3 个月前一天 3 顿奶，半岁
了一天两顿，10 个月后一天一
顿，到了一岁之后，就不再喂奶。
而藏羚羊的活动区域，也随着年
纪长大， 从 5 亩地的小围栏，一
步步扩大到几百亩的三层区域
外，直至能够野化放归。

“藏羚羊很有灵性的，每天
都跟在我后面。 ”刚开始，龙舟才
加会给它们取名字，“卓玛、尼
玛，慧慧，燕燕，都取过。 ”

但慢慢的，他再也没这样做
过了，他担心小羊放归后，还会
习惯性的亲近人， 没有防备，也
觉得，取了名字，就和自己的牵
绊更深。

“它们不属于人类，它们才
是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 ”

保护站随时都是忙碌的，即
使是在没有了盗猎枪声的可可
西里，依然面临着生态保护和科
学研究的重任。 对于这些守护者
而言，从格尔木出发，沿着 109 国
道向拉萨方向行驶，海拔逐渐升
高，雪山绵延在两边。 大片大片
极度平坦的土地上，草甸还是黄
色，草皮开裂成块状处，分布着
一个个小黑洞，那是鼠兔的“杰
作”。 天地之间一片静谧，藏羚羊
在忙着迁徙，藏野驴慢悠悠甩着
尾巴， 偶尔一只藏野狐飞快跑
过，带起些微尘土，不远处的野
牦牛打了个响鼻。

（据封面新闻）

守护可可西里：

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 7 万多只
当所有人都聚焦云南的“大象去哪儿”时，2000 多公里外的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藏羚羊们也到了迁徙产仔的季节———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 为此，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在海拔 4600米以上的藏羚羊迁徙通道上。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赵新录在给藏羚羊幼仔喂奶

今年 4 月 20 日，藏羚羊在三江源可可西里地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