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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骤鸣——

藏羚羊告急，先行者用生命和
热血与盗猎者较量

4768 米，昆仑山口。

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不

少途经青藏公路的行人停车驻足于此，更不乏脱

帽默立者。

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身影：每每从保护站

长期蹲点值守或深入可可西里巡山巡线归来，35
岁的秋培扎西常仰视着雕像，觉得对舅舅的在天

之灵又有了一个交代。

“人们了解可可西里，往往始于藏羚羊保护

者们在这片万里无人区与盗猎分子殊死较量的

故事。”秋培扎西语出铿锵。

“可可西里”是蒙古语，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西部，意为“美丽的少女”。

这位少女“待字闺中”，平均海拔在 4600 米

以上，是全国较大的无人区之一，也是目前国内

保持原始状态最完整的处女地，在这里踏出的每

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一个足迹。

从山口下昆仑，继续向西南车行，广袤平坦

的大地顿时呈现在记者眼前。沿途，巍峨的冰

川、蜿蜒的河流，勾画出一幅苍凉、博大、雄浑、奇

特的高原画卷。

突然，“羊！”

顺着司机的指示，就在青藏公路西侧不到 1
公里处，七八只“高原精灵”的出现，打破了画卷

的静谧：

那是几只母藏羚羊带着今年刚刚出生的小

羊羔们，正在一处水洼旁悠闲地觅食；不时有路

过 的 游 人 停 下 车 远 远 拍 照 ，人 与 羊 互 行“ 注 目

礼”，好不惬意。

在有着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之称

的可可西里，分布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便是藏羚

羊，它们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车行青藏公路沿途，作为访客的记者多次与

“主人们”近距离邂逅。“这在可可西里保护之初，

是不可想象的。”秋培扎西感叹道。

就在上世纪 80年代末，藏羚羊身上被称作“沙

图什”、被世界纺织业认定为“纤维之王”的藏羚羊

绒，给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带来了杀身之祸：

仅重 100 克的一条沙图什披肩，在南亚、中

亚和欧美国家市场的售价竟达到了 5 万美元。

受到高额利润驱使，不法分子盗猎藏羚羊的行径

愈演愈烈，最猖獗时藏羚羊种群数量锐减到不足

2 万只，这也使可可西里脆弱的高寒荒漠和高原

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生灵哀婉、高原悲号之际，有人挺身而出：

1992 年，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

书记的索南达杰，组织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

员会，并担任西部工委书记。这个特殊的机构，

从成立第一天起，使命就是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

物资源，就是反盗猎。

而悲壮的经历，为先行者永久刻印下“英雄”

的注脚：

两年后，可可西里最寒冷的季节，先后带队

12 次深入无人区的索南达杰，在押运盗猎者途

中遭到偷袭和反扑，壮烈牺牲。5 天后，当增援

人员找到英雄的遗体时，索南达杰还保持着右

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的姿态，已被零

下 40 摄氏度的严寒冻成一尊雪域上不屈的冰

雕……

噩耗传来，高原动容：

“索南达杰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英雄的牺

牲，反而激发了更多民间志愿者投身到反盗猎一

线，“那是 1995 年 9 月 10 日”，时年 33 岁的牧民彭

措对记者讲述了那段过往，这一天他义无反顾、

自愿报名加入到重建的西部工委，与被后人称为

“野牦牛队”的队员们选择踏上万里无人区，多次

与盗猎分子以命相搏。

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更时时牵动

着国家、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心：同期，可可西里自

然保护区设立，“1997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最近

又整合组建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

里管理处。”下昆仑山口沿青藏公路车行 40 公里、

来到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管理处

主任布周指着地图介绍说，“北以昆仑山为界、西

与西藏自治区为邻、西北与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

护区接壤、南以唐古拉山乡界为界、东至青藏公路

109 国道，保护区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严禁人

员车辆非法进入保护区，索南达杰、五道梁、不冻

泉、沱沱河、卓乃湖等保护站分布其中。”

不冻泉，这个美丽的地名，得自于 63 年前青

藏公路首拓者慕生忠将军的诗意之笔；上世纪

90 年代末，这里作为可可西里设立的第一座保

护站，继续在历史上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

“所谓保护站，最初就是两顶简陋帐篷，保护人

员昼夜轮守，严查来往车辆”，布周告诉记者，不冻

泉是进入可可西里的“咽喉”，“立竿见影的是，在这

座保护站设立的第二天，就破获了一桩大案，当时

一辆大卡车飞驰而来，车上带有血迹的尿素袋，引

起了保护站的注意，经过仔细盘查，发现袋子里装

的是藏羚羊的皮子，总共 88张，全部被缴获。”

除了严查死守，深入无人区巡山、主动打击

遏制震慑盗猎行为更是保护区设立之初面临的

严峻形势和主要职责。

“一年集中巡山多次，5 到 7 人一组，夏季冰

雪融化，可可西里俨然没有尽头的沼泽地，巡山

的车辆随时会陷入泥淖，寸步难行，遇大河挡道，

为减轻负重，要下水把车上所有的辎重扛过河；

到了冬季，天寒地冻，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

遭遇冰河，队员们只能刨冰垫石，手脚都浸在刺

骨的冰水里”，对巡山队老队员、现在的索南达杰

保护站站长赵新录来说，不通路也就罢了，不通

信号、与世隔绝才要命，“这巡山途中，杳无人烟，

队员们只能与鹰隼对歌，饿了啃一口干饼子，渴

了喝一口冷水，一趟下来最少也要跑 20 多天，而

最艰难的一次，是整整 48 天！”

这是逼近人体极限的 48 天：

离开青藏公路向可可西里腹地挺进，玉珠峰

白雪皑皑，楚玛尔河静静地流淌在可可西里宽阔的

胸膛上。再往前，昆仑山冷峻威严，布喀达坂峰就

在眼前。“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保护区

核心区海拔已至 5000 多米，气温也降到了零下 40
多摄氏度”，赵新录说，白天巡山，夜里露营，帐篷难

抵风寒，巡山队员们只能蜷缩在吉普车里等待黎

明，“寒夜漫漫，冻得睡不着，又舍不得开暖气，就围

着车转圈跑步，暖和点了，再上车挤在一起，几十天

下来，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憔悴，如同野人。”

然而，人的身体有极限，盗猎分子的贪欲却

无止境。

“踏雪三追盗猎团伙”是保护区巡山队老队

长罗彦海最传奇也最难忘的经历。

“2003 年 4 月，我们得到消息，一个盗猎团伙

经阿尔金山潜入可可西里，位置在布喀达坂峰一

带”，罗彦海立即带队员赶赴现场，“由于大雪封

山，无法深入，局领导命令取消这次任务，但我们

实在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便沿着山峰下河边来回

巡视，结果两行车辙印让盗猎分子露出了马脚。

我们一路追踪终于发现了藏匿着 4 个盗猎分子

的两顶帐篷，缴获了枪支弹药，还从一个人身上

搜出了一个包裹严密的塑料袋。”

恰恰是在这个塑料袋里，罗彦海发现了一封

信，根据信的内容和写信时间，他判断出定有另一

股盗猎团伙正在可可西里作案，“第二天，我带着队

员马不停蹄地向可可西里深处开始第二次追击。”

经过一周的追捕，在青新交界处，罗彦海和

队员们抓获了 4 个手持武器、妄图弃车逃跑的盗

猎分子。但是，这 4 人中并没有信中提到的关键

人物。

“ 难 道 ，前 方 还 有 更 猖 狂 的 盗 猎 分 子 在 作

案？”罗彦海立即决定，留下两个队员控制罪犯，

其余 5 人继续追击。

第三次追击见到的场景，令罗彦海不忍目

睹：在一片避风的地方，发现了盗猎分子驻扎的

帐篷，帐篷外藏羚羊尸横遍野，刚刚剥下的皮子

到处都是，帐篷前的一条河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我和队员们怒吼着，冲上去一举抓获了这

些残忍的暴徒”，三次追击，整个破案过程历时

46 天，共收缴 1000 多张藏羚羊皮、4000 多发子

弹，将这多股盗猎团伙一网打尽，极大震慑了盗

猎分子的嚣张气焰。

生命，需要用生命去守护。据统计，可可西

里保护区建立以来，平均每年主力巡山队完成大

规模巡山 15 次、各保护站完成巡线巡护 400 余

次。正是在一代代守护者们前赴后继的舍生忘

死、坚决打击下，在政府、社会各方的不懈努力

下，2006 年以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再没有听

到盗猎的枪声。

据监测统计，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

区藏羚羊种群数量目前已恢复到 6 万多只，较盗

猎活动最猖獗时增加了 4 万多只。

如今的青藏公路沿线，随处可见藏羚羊、藏

野驴、白唇鹿等野生动物采食、嬉戏的场景：截至

目前，可可西里保护区共有哺乳动物 31 种、鸟类

6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种，种群数量普

遍稳步上升。

昆仑山口那座烈士纪念碑仍铮铮矗立，无数

索南达杰们的故事迎风飘扬在高原大地，不会随

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沉：这是守护者的礼赞，这是

生命的丰碑。

乐音相生——

坚守保护站，平凡的岗位，付出
不凡的担当

“来了，来了！行动！”

自打凌晨 6点起床，孟可嘎拉就紧盯着实时监

控视频，唯恐错失“目标”。这会儿早上 8 点刚出

头，视频上就有了动静，他便毫不犹豫地发出指令。

5 名工作人员立即冲出五道梁保护站，在青

藏公路上设置起路卡，拦截过往车辆。不一会

儿，两三百只“目标”在公路西侧的草原地平线上

出现，之后更“大摇大摆”地在保护站工作人员的

“护驾”下自西向东横穿公路。

原来，这并非一次“反盗猎抓捕计划”，而是

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每年 8 月常见的为藏羚

羊安全迁徙开展的“护航行动”。

一早，从索南达杰保护站继续向西南车行

60 公里，记者来到海拔 4680 米的五道梁保护站，

它位于可可西里保护区东部边缘青藏线上。“在

此选址，主要是因为这里毗邻一条藏羚羊大规模

集中产仔和回迁的‘生命通道’”，作为五道梁保

护站副站长，孟可嘎拉面对记者将自己形象地比

喻为“藏羚羊交警”，“每年 5 月中旬，大批藏羚羊

会向卓乃湖集中迁徙产仔，从东南方向西北方穿

越青藏公路沿线，而到了 8 月，又会大规模回迁，

这一时期做好临时交通管制，让藏羚羊群安全通

过公路，保证在迁徙途中不受或减少人类的干

扰，是我们保护站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藏羚羊可不认得什么“羊行横道”，五

道梁保护站辖区公路沿线长达 80 余公里，“想从

哪走就从哪走”，“想几时走就几时走”，怎么办？

“这不，我们装上了实时监控摄像头，随时查

看羊群迁徙动向”，孟可嘎拉揉了揉泛红的眼睛，

“一到迁徙季，大伙凌晨五六点就得起床，生怕羊

群天一亮就有动静，盯着视频监控一盯一天，哪有

动静，就去哪‘指挥交通’。”

作为蒙古族人，孟可嘎拉有着一副好歌喉。

若不是其他人提醒，记者断然猜不到，这位身材

精壮、面庞粗粝、皮肤晒成黑红色的蒙古汉子，今

年才 37 岁，而并非看上去那般“历经沧桑”。

“你要是 20 岁出头就到保护站，一干十几

年，也会像我一样，‘显老’”，孟可嘎拉出言直率、

大大咧咧，最不爱跟人讲客套，这一身“行伍风”

显然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

“初到保护站那会儿，反盗猎压力大啊，有一

次进无人区巡山，我差点把命丢了”，他寥寥数

语，听得记者却是惊心动魄，“晚上睡帐篷，结果

跑来两只棕熊，我们赶紧把行李搬回车上，不得

不在车里躲了一晚上，结果这么一折腾，我在高

原上不幸感冒了，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呕吐，连续

昏迷两天两夜。”

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可可西里道路难行，为

了救孟可嘎拉的命，巡山队冒险翻越海拔 6860
米的布喀达坂峰，从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绕道赶

回了驻地医院。“后来据队员们讲，雪山上的雪和

引擎盖一样高，大伙用铁锹挖雪，甚至用手挖雪，

硬生生给我挖出了一条活路！”

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死考验，才锤炼出孟可嘎

拉直爽而乐观的性格。这些年，盗猎活动得到极大

遏制，但可可西里大规模集中巡山保护活动并未放

松，保护站工作人员也经常被抽调参与巡山，而保

护站日常管护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

“老兄现在更多干起了‘藏羚羊交警’，少了

些冒险，适应吗？”记者笑着问。

“请问，你觉得哪个更难干？”爱开玩笑的孟

可嘎拉出其不意，竟一把抢过记者的录音笔，有

板有眼地“采访”起记者来。

“还是巡山更危险吧，当然，也更‘刺激’。”

他不再嬉笑，脸上现出严肃的神色，“巡山是

‘刺激’，但什么时候，可可西里的大地上再也不用

担心听到盗猎者的枪声，才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

而在保护站做“藏羚羊交警”，“确实没有那

么惊心动魄，但却更考验人、磨练人，这也是我们

的使命。”

近些年，可可西里再没有听到盗猎的枪声，

随着保护救助工作的不断延伸，同样需要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不凡的担当。

记者从五道梁返回索南达杰保护站之时，地

平线已是暮色低垂。青藏公路车流渐稀，偶有三

两只藏羚羊、藏野驴出现在路旁，也是“呼亲唤

友”，准备“日落而息”了。

此刻，被夕阳晒成古铜色的可可西里，尤显

苍茫。而索南达杰保护站，却沉浸在一片欢快的

气氛中。

“噗噗……”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

加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与“餐客们”打着招呼——

原来，到了晚上喂奶的时间，而“餐客们”是 7 只

嗷嗷待哺的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藏羚羊。

“这都是今年夏天，我们从卓乃湖保护站救

助过来的，它们有的是掉了队，有的是母羊被狼

咬死了，最小的被发现时才几天大，一旦落了单，

在高原上绝无生还的可能”，而龙周才加和保护

站工作人员们则承担起救助野生动物的职责，

“一日三餐，顿顿给小家伙们冲奶粉，等养到一岁

大的时候，再野化放归。”

如今，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就落户在

索南达杰保护站。据统计，中心截至目前已接纳

和救护受伤、迷途、落单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

驴、兔狲、猎隼、秃鹫、斑头雁等各类野生动物 500
余头（只），其中包括大小藏羚羊上百只，经救护

治疗康复的野生动物被及时放归大自然。

给小家伙们喂完奶，龙周才加这才招呼记者

一起吃晚饭：馒头、回锅肉、西红柿炒鸡蛋、黄瓜

丝、醋熘白菜。

显然，因为记者的到来，保护站特地加了菜。

“沾记者的光，我们也改善改善”，龙周才加笑言。

他爱笑。这位藏族汉子的一句口头禅是，

“保护站苦，拉着脸过也是苦，笑着过也是苦，为

啥不开心一点？”

这份苦，记者很快体验到了。正吃着，停电

了，保护站一片漆黑。

原来，索南达杰保护站设站近 20 年，时至今

日仍没有通电，只能靠太阳能供电，“外面支着的

光伏板，就 5000 瓦容量，这么大个保护站，救护中

心、办公区、监控设备，哪个不得用电，今天的用完

了，等明天太阳出来吧”，龙周才加把手一摊。

电如此，水更紧张。“索南达杰保护站没有水

源，得派人去 20公里外的不冻泉保护站打水，一次

打三大桶，省着点儿用，能撑个三四天，也就是用于

做饭、洗脸刷牙，想洗澡？别逗了，哪有这条件！”

确实如此。当晚，记者夜宿索南达杰保护站

办公室的沙发上。虽然时值 8 月，这里的夜间气

温却已降至零下，办公室里烧着火炉，记者盖着厚

棉被，凌晨仍被冻醒，还流起了鼻涕，赶忙将一件

薄羽绒服套在身上，再盖上厚被，这才熬过了一晚

——除非不怕感冒，这样的环境，哪个敢洗澡？

条件虽艰苦，索南达杰之夜却是极美：窗外，

苍茫的可可西里大地被笼罩在一层黑色的幕布

之下，幕布上繁星点缀，清晰地映现出城市里许

久难见的北极星和北斗七星；偶尔有车辆驶过，

车灯在漆黑的房间内闪烁而过，照亮了屋里一群

有说有笑、互相吹牛的保护站工作人员们的面

庞，显得格外动人。

也许你会觉得，可可西里是属于男人的世界。

不。

一群大声吹牛的大老爷们旁边，坐着一个瘦

小、总习惯于倾听、不时微微一笑的女士。她有

一个美丽的名字：迟雪。

第二天一早，记者站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门

外，用冰冷的凉水刷牙时，迟雪已经到保护站一

旁的小型展厅，准备为过往歇脚的行人，开始一

天的可可西里义务讲解了。

她来自吉林通化，今年 7 月 29 日从兰州开始

一个人骑行，目的地就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到这

里申请做志愿者，为保护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比如在展厅向过往的行人讲解可可西里保护

的现状及意义。

“我从小就了解可可西里，并在心里埋下了

一颗种子，特别渴望有生之年能够到这里，做些

什么”，31 岁的她如今让梦想开了花。

20 年来，像迟雪一样的志愿者有很多。可

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可可西里

生态环保志愿者”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志愿服务

人数已达 560 余人次，开展了“清洁青藏线”“为

藏羚羊保驾护航”“救助野生动物”等多种公益活

动，形成全社会关注、关爱、保护可可西里这片人

间净土的巨大合力。

除了参与集中巡山、反盗猎反盗采、野生动

植物资源保护调查、日常巡护巡线等工作，有人

笑言，五道梁保护站和索南达杰保护站不同的特

点是，“一个做交警，一个做医护人员”。

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考问的是执着与担当，

更需要坚持不懈与默默奉献。

天籁永续——
可可西里保护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今年 7 月 7 日，波兰克拉科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

会会议上，随着大会主席将木槌敲下，可可西里正

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五十一

处世界遗产，也填补了青海省世界遗产空白。

喜讯传来，多少人激动难眠！

“可可西里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不仅会

让世界认识到其重要性，加大投入力度，而且，国

际公约通过评估、监督、技术支持等，客观上会提

高青海本地的保护水平和能力，管理也将更趋规

范和严格”，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王湘

国对记者强调。

“申遗是进一步深化对可可西里保护的过

程，可以唤起更多人的关心和参与”，中科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对记者竖起两根

指头，“可可西里在两个方面符合世界自然遗产

的标准，即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无与伦比的

自然美景。”

他介绍道，前者包括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

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大型有蹄类动物，

以及 200 多种高等植物中约 40%的青藏高原特有

种，它们是青藏高原腹地典型生物类群的代表，

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潜在的资源利用价

值；后者则是由高耸的冰川雪山、宽广的湖泊、蜿

蜒的河流、辽阔的草地、绚丽的气象等众多元素

组合而成的各种雄伟壮丽的高原奇特风光，可可

西里保护区内大于 200 平方公里的湖泊就有 6
个，大于 1 平方公里的多达 107 个，“‘千湖之地’

的美誉，实在是当之无愧！”

可可西里申遗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对以上珍

贵生态资源保护的一次重大机遇。“通过申遗工

作，藏羚羊等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资源才能得到

更好的保护，山水生态资源才能得到更好保护，

也是青海省努力实现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

态强省转变的生动实践”，王湘国对记者表示。

“申遗不是目的，保护才是根本。”青海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党委书记、厅长姚宽一说，申遗成

功无疑会提高可可西里的知名度和关注度，让更

多的人加入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同时，政府也

会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而且还会出台长期的

和可持续的保护规章制度，为未来可可西里的保

护工作提供更强的保障”。

建章立制，法治先行。

可可西里是无人区，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

也是“无法区”。正因为法治不彰，才滋生破坏乱

象。所以，保护好可可西里，根本上还得有法可依。

2016 年 10 月 1 日，青海省制定实施了《青海

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明确了可可

西里自然遗产地规划以及保护利用和管理等内

容，通过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

理利用的原则，全面提高了对可可西里自然遗产

地保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青海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简松山说。

为一个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地专门立法，

青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同时，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可西里的保

护，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

“王哥”是可可西里基层保护站工作人员对

王崴的亲切称呼。2013 年夏天，作为玉树北京援

建办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可可西里，从此与这

里结缘，“在我的印象里，王哥前前后后到保护区

16 次！”秋培扎西告诉记者。

16 次踏上可可西里，不是为了观光，而是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改善保护站的基建，让青藏公

路沿线 4 个基层保护站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

观；发现巡山队和驻站的车辆老旧，无偿捐赠了 6
辆福田皮卡车……最令秋培扎西印象深刻的是，

“王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和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记

着我们每一名队员的名字——我说的是每一名，

同时记着每一名队员的家庭成员、家庭条件和相

关信息，我觉得这并非是因为他有着超常的记忆

力，而是从心底里惦记着可可西里，惦记着保护区

的发展，惦记着坚守在这里的兄弟们！”

而令保护站工作人员“最有面子”的是，王崴

每一次来，都会争取带一些新的朋友、新的面孔

来，其意在帮保护区争取更多社会力量的关注与

支持，而每一次他都会详细介绍保护区的情况、

保护区最近的发展，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情

况，最后总结性地说一句：“这一行，你们见到的

人和事，一定会让各位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

解有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升华！”

正是来自于全社会的关注与默默支持，可可

西里的保护事业才会蒸蒸日上，步入一个又一个

崭新的阶段。

这位曾经神秘的“美丽的少女”，如今正在政

府、社会各方的正视与重视下，走入更多人的视

野。而始终坚守在高原的守护者，正在用两代人

的生命与忠诚去守护。

自从主动申请加入可可西里的保护队伍行

列以来，秋培扎西就郑重决定接过舅舅索南达杰

的班，如今他已成为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与此

同时，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记《西行日

记》，而万里高原的苍茫壮阔，更赋予了这位汉子

平静而动人的文笔：

6 月 8 号，简单收拾好了行李，出发前往可可

西里核心区卓乃湖保护站，巡山队每年为保障藏

羚羊顺利产仔武装保护现场，坚守了 20 多年；

6 月 9 号，经过两天的奔波，6 名站员如期到

达卓乃湖保护站，迎接我们的不是别人，是棕熊，

看样子这位老兄在此吃喝拉撒数日，愣是没把自

己当外人，上次留站的补给全被一扫而光；

6 月 10 号，昨晚收拾好残局，胡乱对付了一

下肚肠，就昏沉投入了海拔近 5000 米的梦乡，一

觉醒来，虎子带着队员们开始修理几台发电机，

修理机器也是每个巡山队员必修的科目；

7 月 1 号至 7 月 8 号，今天我们操起针管穿起

褂子，施救生病的小羊；

7 月 18 号，给拉稀的小羊洗屁屁，然后又按

摩了一段时间，好家伙，它舒服得直接睡着……

索南达杰用生命书写壮烈的诗篇，而秋培扎

西正在用一生去践行承诺，这份承诺，也是所有

可可西里守护者的心声：从最初肆无忌惮的非法

盗采和血腥杀戮，到今天的国家级保护区、国家

公园，再到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经过了漫长

的从痛苦走向辉煌的道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

业面前，若没有更多的牺牲和舍得，没有一个又

一个守护者的前赴后继，便不会在这无人的区域

里书写出傲人的史诗！

图①：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人员正在给小藏

羚羊喂奶。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图②：巡山队队员在擦拭索南达杰烈士纪念

碑。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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