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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
极为罕见、踪迹神秘的极度濒危物种，一度在世
界上销声匿迹 60 多年。2000 年和 2004 年，这种
海鸟在福建马祖列岛和浙江韭山列岛先后被重
新发现。

在这之后，鸟类学家、保护区管理局采取人
工招引和种群恢复技术，和全国各地的爱鸟人
士一起帮助这些濒临灭绝的“神话之鸟”在浙江
东部的无人小岛上建立家庭、繁殖后代。如今，
在浙江东部观察到的中华凤头燕鸥从最初的不
到 20 只增长到近百只。

“最诗意岗位”

浙江东部海面的一座无人小岛上，两开间的
板房，三四排太阳能板，一个蓄水罐提供生活用
水，目光所及是草木丛生和碧海环绕，萦绕在耳边
的是嘈杂的鸟叫声和海浪声……这是海鸟监测志
愿者周圣岳和张健嵩驻扎了近两个月的地方。
周圣岳是杭州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张建嵩

来自云南，是一名今年下半年即将入学的研究
生，他们从全国数百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
今年第二批驻岛志愿者。从春末到夏末，志愿者
们接力守护的是一种极度濒危的鸟类——— 中华
凤头燕鸥。
中华凤头燕鸥身形修长，羽毛洁白，尾部分

叉，头部带有黑色的冠羽，喙部黄色，喙端黑色，
在鸟群中辨识度极高。由于极为罕见、踪迹神
秘，中华凤头燕鸥又被誉为“神话之鸟”。

这种鸟 1861 年首次发现于印度尼西亚，20
世纪 40 年代后一度消失踪迹，被鸟类学界普遍
认为可能已经灭绝。在 60多年后，这种海鸟才
在福建马祖列岛和浙江韭山列岛先后被重新发
现。很长一段时间，它们的数量被评估为不足 50
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物种。

每年 4月底到 8月底，数量极其稀少的中华
凤头燕鸥都会跟随它们的近亲大凤头燕鸥一起，
来到浙东的海岛。5 月，它们在小岛上寻找合适
的巢位，6 月初，它们在巢中产下一个卵，雌雄鸟
轮流孵卵，6 月下旬，第一批嗷嗷待哺的雏鸟就
会破壳而出。一旦雏鸟出壳，父母们便立即进入
哺育下一代的“战斗状态”，它们争分夺秒，不停
地捕捉各种小鱼哺育雏鸟。到 8 月，雏鸟羽翼逐
渐丰满，它们就会在父母的带领下学习飞行，陆
续展翅南飞越冬。

志愿者们所在的浙江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铁墩屿，是中华凤头燕鸥最重要的
繁殖地之一。作为驻岛志愿者，周圣岳和张建嵩
最重要的任务是观察、记录并保护中华凤头燕鸥
的繁殖，尽可能消除岛上蛇、鼠、猛禽对于燕鸥繁
殖的威胁。

“每天早晚各一次，我们通过监控摄像头一
只一只数清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每发现一只
孵蛋的中华凤头燕鸥，就为它们的巢编一个号。
今年我们最高纪录是观察到 70 只中华凤头燕
鸥，前后共有 44 个巢。”张建嵩说。

每天面朝大海、观鸟听涛，志愿者们笑称这
是“最诗意岗位”。在荒岛上生活虽然闷热，蚊虫
多、淡水稀少，却并不算太艰苦，太阳能发电基

本能满足手机充电和照明，淡水、食物等都会有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定期运送上岛。而观鸟的工
作实则颇有乐趣，比如他们发现中华凤头燕鸥
喜欢跳舞求偶、会互相喂食表示友好、“单亲妈
妈”也会独自孵化鸟蛋……

“在岛上的这几个月，是中华凤头燕鸥一生
中最重要的时刻。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们、陪伴
它们，尽力为它们创造出一个安全、舒适的环
境，这是我的幸运。”周圣岳说。

十余年的追寻和守护

2000 年，销声匿迹 60多年的中华凤头燕
鸥，再次在马祖列岛被发现。这启发了鸟类学家
们，在岛屿众多、自然环境相似的浙江沿海，是
不是也生活着这种“神话之鸟”？

从 2003 年夏天开始，鸟类学家陈水华带领
研究团队一起开启了长达 4 年的追寻之旅，他
们搜遍了浙江东部的 3000多个岛屿，在 2004
年和 2007 年夏天两次惊喜地发现了中华凤头
燕鸥繁殖群的踪迹，但不幸的是，两次繁殖均以
失败告终。

“违法捡蛋等人为干扰和台风等自然灾害
是中华凤头燕鸥面临的威胁。”浙江自然博物馆
研究员范忠勇说，对于数量极其稀少的中华凤
头燕鸥来说，一旦受到惊扰繁殖失败，它们会连
续几年不再回到“伤心之地”。

从 2006 年开始，浙江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
大规模的公众宣传教育行动。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中华凤头燕鸥保护讲座、绘画和手抄报比赛
等，面向民众、大排档业主和顾客发放保护海报
和宣传折页，通过学术组织和媒体呼吁社会各
界关注中华凤头燕鸥的危机状况。

为了进一步恢复中华凤头燕鸥种群在韭山
列岛的繁殖，保护其他海鸟的繁殖环境，2013
年夏天，浙江自然博物馆联合美国俄勒冈州州
立大学、浙江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和国际鸟盟

等机构，选择了浙江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铁墩屿实施人工招引项目。这项技术由美国
鸟类学家发明，此前已经在多个国家广泛运用
并取得成功。

研究团队在岛上安装了 300只燕鸥假鸟、
太阳能供电系统和播放燕鸥鸣声的声音回放设
备，他们期待利用假鸟和声音回访，将燕鸥引导
到特定的栖息地繁殖。

2013 年 5 月，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人员丁鹏和美国俄勒冈州州立大学
学生康妮一起成为了第一批驻岛志愿者，为了
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他们蹲守在铁墩屿对面
的积谷山岛上。

“我们每天 5 点起床，一起床就开始用单筒
望远镜对着铁墩屿寻找海鸟，但通常是一天下
来毫无所获。”丁鹏和康妮寸步不离地守了 40
多天，在这期间，燕鸥没有光临，心有不甘的他
们只好听从安排回到陆地休整。

转机发生在 7 月的一场台风之后，丁鹏和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上岛准备撤回假鸟和声音设
备，不料意外惊起了 20多只大凤头燕鸥。由于
数量稀少的中华凤头燕鸥总是喜欢混迹在大凤
头燕鸥种群中，大家于是决定再坚持一天“碰碰
运气”。

第二天，牵肠挂肚了一整晚的丁鹏一早就
和同事们坐船上岛。在渔船慢慢靠近铁墩屿后，
眼前的景象让丁鹏惊呆了：满岛都是鸟！他仔细
一数，居然有上千只大凤头燕鸥和 19 只中华凤
头燕鸥！“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 2013 年的 7
月 22 日，好多人都热泪盈眶。”丁鹏说。

当年，研究人员在观察燕鸥南迁时，发现其
中至少有 1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这意味着韭山
列岛的这项实验在第一年就取得了成功，而以往
类似的项目通常需要 3至 5年才能取得成效。

在实验连续成功两年后，浙江舟山五峙山
列岛也开始实施人工招引技术。如今这两个地
方成为了中华凤头燕鸥保护和繁育最集中和最

重要的基地。鸟类学家说，到今年繁殖季结束，
中华凤头燕鸥全球纪录总数已超过 100只，而
在浙江繁殖的个体数量已占到目前已知的全
球繁殖个体总数的 80% 以上。

一年一度的约定

时隔两年，爱鸟人士赵锷用相机在韭山列
岛捕捉到了“老朋友”的身影——— 脚上戴着编号
为 ZA1 彩环的中华凤头燕鸥。镜头中，这只中
华凤头燕鸥正衔着从海中捕获的银色小鱼，飞
回嗷嗷待哺的雏鸟身边。

“我们见证了种群的延续和传承。”赵锷激
动不已。两年前的 7 月 24 日，赵锷第一次见到
这只中华凤头燕鸥，它还是一只出生一个月、
羽色黑白斑驳的幼鸟。当时，中美海鸟研究学
者及志愿者们一起为这只幼鸟戴上了具有唯
一编码的脚环。巧合的是，赵锷再次见到 ZA1
的这一天，也是 7 月 24 日。

“在我心里，和中华凤头燕鸥有一个约定。
它们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来，我在固定的地方等
它们。今年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又回来看我，很
高兴它平安成长，又有了自己的后代。”赵锷说。

研究人员说，中华凤头燕鸥被誉为“神话之
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通常来去
无踪。它们夏天在中国东部沿海无人海岛繁
殖，秋季会远赴南太平洋地区越冬，可此外的
时间飞到哪里去了，人们仍然知之甚少。

今年的 7 月 24 日至 26 日，浙江自然博物
馆、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 34
名中美海鸟研究学者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
业的志愿者，在中国东海韭山列岛对凤头燕鸥
雏鸟进行环志。

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鸟类学者克
尔斯滕·比克斯勒已是第 5 年参与并指导环志
工作，她与中国团队一起仔细勘探了地形，详
细设计了环志的各个环节。

“环志工作旨在了解混群繁殖的凤头燕鸥种
群的迁徙状况，为种群特别是其中的中华凤头燕
鸥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克尔斯滕·比克斯勒
说。今年共有 318只凤头燕鸥雏鸟进行了环志，
其中有 1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

范忠勇说，经过十多年努力，中华凤头燕
鸥的数量从最初不到 50 只增长到超过 100
只，大家都很振奋。但“神话之鸟”仍是一个非常
珍稀、脆弱的物种，十多年的努力，还不足以帮
助它们摆脱灭绝的威胁。

鸟类专家说，海鸟是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
否的重要指标，而中华凤头燕鸥又是其中的旗
舰物种。长期以来，中国海鸟的生存状态和面临
的威胁一直无人知晓，通过对中华凤头燕鸥十
多年的调查、监测和研究，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
海洋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和中国海鸟所面临的
威胁。

而很多自发参与到护鸟工作中的志愿者，
则是怀抱一个简单而美好的心愿：“中华凤头燕
鸥这么漂亮的海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儿孙辈
也有机会亲眼看到。”

一年一度的承诺，人与鸟就是这样结下缘
分。秋天来临的时候，守护者们目送中华凤头
燕鸥南飞，期待着它们来年的回归。

最“诗意”的护鸟志愿者，追寻“神话之鸟”

本报记者周勉

“以前我是头老虎，现在我是只病猫”。只有
了解杜凡章的人，才知道这句话背后有多大的
心理落差。

地处常德市石门县的壶瓶山曾是“湖南屋
脊”，这片原生之地被誉为“植物王国”“欧亚大陆
同纬度带物种谱系最完整宝地”。土著农民老
杜，用了 30多年时间，在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建了一座囊括山中所有植物的标本
馆。

对于壶瓶山的了解，没人比得过他。1987
年 2 月 28 日，曾经在林场上班的杜凡章，因为
踏实可靠，被推荐到壶瓶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从事护林员工作。因为热爱和熟悉植物，渐渐
地，杜凡章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植物标本制
作上，并开始为建设标本馆奉献自己的全部。

2017 年底，70 岁的老杜退休了。上万个
在山中跋山涉水采标本、风餐露宿搞科研的
日夜戛然而止。像是被时间猛拽了一把，老杜
不得不倒跌进在他看来寡淡无味的日常生活
里。

“我去村里串门儿，那些老头跟我聊种田
养猪，我没兴趣，就跟他们扯植物的事，对方听
不懂，我又郁闷。”在老屋的院坝里，老杜看了
一眼院角那片种满白丝茅、虎杖、金光橘和薄
荷的花圃，跟记者吐槽，“太小，摆弄久了也没
意思。”只好安慰自己，退休了至少可以多陪陪
家人。

“以前堂客说我是野人，10 个春节有 8 个
不在家。我说这没办法，局里很多同志都比我
年轻，又是外地人，我不值班谁值班？女儿还算
支持我，但有时候也受不了，就生闷气。”

最近，老杜每天都去新房工地转转，打算
“为家里的大事儿上点心”。可带记者去参观时
却又“露了馅儿”。他径直走进一个房间，在窗台
前抬起双手，一边比画，一边笑嘻嘻地说：“我准
备在这里放张书桌，到时候可以天天看书。”

“只要是植物相关的，我都看。我给你说，
30 年要是没看到一亿个字，就不叫看书！我做
的笔记都有几百万字了。等房子修好了，我就坐
在这里慢慢整理。”好像是找到了开瓶器打开一
瓶酒咕噜噜喝起来似的，老杜亢奋地说着。

电话响了，是徒弟陈振法又有问题请教，这
样的场景在退休的一年多时间里出现了 30多
次。不到 5 分钟，耐心、急躁、严厉、和蔼的表情
在老杜脸上全过了一遍。说完电话，记者提议去
标本馆看看，他嘀咕了两句，说：“走！”

车子在山间绕了无数个弯，穿过两个人工
开凿的隧道，40 分钟后到达管理局。下车后的
老杜把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办公楼二楼的一
排房间，快步走了上去。

“杜伯好！杜伯好！”老杜前脚踏进标本制作
室，几个年轻人后脚就跟了进来。两年前，当记
者第一次见到老杜时，局里的年轻人就曾说过，
“把这里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杜伯的对手”。现
在老杜退休了，难得见到一次本人的新人们自
然不愿错过机会。

“有花有果的必须各采一份，雌雄一株的必
须三份——— 雌花、雄花、雌果。”给大家仔细讲
解、亲手示范之后，老杜和陈振法一起来到走廊
尽头的标本馆。3080种、228 科、数万份植物标

本，全部由老杜采回，或亲手或经手制作而成。
同一种植物，不同花期果期、不同海拔环境都
有。因为极具科研价值，标本馆被中科院列入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每年吸引着数十个国
内外科研团队到壶瓶山开展实地研究。

“找不到路，喊老杜”。过去，每个团队必点
名要老杜当向导。他对壶瓶山令人惊讶的熟悉
有两点体现得最明显：一是“指哪打哪”，不管找
什么植物，只要山里有，他能脱口而出精确位
置，从未失误。二是“问一答三”，不仅能准确告
知每种植物的科属种，还能说出它的生长环境、
是否有药性以及能治什么病。所以最权威的专
家们，都尊称他为“杜教授”。

“有一回我们 6 个人在悬崖边的一条小路
上采标本，一头羚羊受了惊，从我们头上蹦过
去，蹬下来的石头把 6 个人的帽子全部打飞
了。”老杜说。

年轻时的老杜其实是村里一名猎户，为了
不让庄稼被破坏，也猎杀过不少野猪、黑熊。每

每要专门进山打猎时，甚至事先还要“作法”，以
求满载而归。后来因为勤奋、可靠，被推荐当护
林员。刚到管理局那会儿，只负责进山团队的
向导和安全工作。没多久，看着外来的专家对
自己家乡的动植物如数家珍，自称“壶瓶山土
著”的他感到“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便拜各路专
家为师，刻苦钻研。

“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他们锻炼了我
的脚力、眼力和脑力。”老杜说，“第一个是中科
院植物标本馆馆长李良千，1987 年我第一次进
山采标本，就是老李带的。整整 3 个月没下山，
我的基本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第二个是现在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书记
彭春良，他比我还小 20多岁，但是植物辨识力
相当厉害。”

“第三个是武汉的王诗云。尤其跟他学了很
多高山植物的知识，后来我还帮他带了不少学
生，当然这个是相互学习。”

“我从 1990 年开始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不
记不行，光靠脑子装不下那么多东西。”老杜说，
退休那天他把宿舍里的笔记本装进麻袋带回
家，“差不多有 30 斤”。

陈振法通过柜门上的索引才找到的标本，
还是在老杜记忆里的位置上。半个小时过去，
因为房间里熏得人睁不开眼的浓稠的樟脑味，
记者出来透了好几次气，老杜却始终如痴如
醉。“这些都是壶瓶山的宝贝。你看这份散血
丹，茄科植物，只在山里一条路边找到一蔸，万
一发个泥石流，它就在壶瓶山绝迹了。”

来到隔壁的阅览室，老杜取出《中国高等植
物》其中一本拿在手上不停摩挲，这套将近 8000
页的图书曾经是老杜每天的睡前读物。在他的
理念里，保护生态，不光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体
现在小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值得善待。

采访结束时，记者打算用车送老杜回家未
果。大家围在他身边，都想让“杜伯”能在局里小
住两天。因为制作标本长期接触福尔马林、砒
霜和氯化汞，老杜如今的身体状况并不算好。
他卷起衣袖和裤管回应大家的关心，大片紫红
的斑疮实在太过扎眼。说起病情，无奈的语气
里又让人隐隐感受到一丝骄傲。

他一定认为，那是壶瓶山授予自己的勋
章。

从农民到“教授”：他痴迷一山植物一座馆

▲杜凡章在检查一株准备用于制作标本的植物。本报记者周勉摄

▲大图：海鸟监测志愿者周圣岳（右）和张健嵩在观察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情况。本报记者朱涵摄
小图：2019 年 7 月 24 日在浙江韭山列岛拍摄到的中华凤头燕鸥 ZA1 。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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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沙电(记者高敬)
距离北京 2680公里、海口 452
公里、三亚 339公里……这，是
三沙市永兴岛的坐标。

蓝天碧海，带给这里如画
的美景，也带来变幻莫测的天
气。60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气
象工作者坚守于斯，观测记录
风云变幻。他们，就是南海“观
天”人。

努力，摸清每片云

的脾气

傍晚时分，永兴岛上空的
云朵被夕阳烧得红灿灿的。刚
下过小雨，若隐若现的双彩虹
让人惊喜不已。

“我们三沙很美吧！”唐海
荣笑着说。作为三沙市气象局
监测网络科科长，她正要放飞
高空探测气球。体积大概 1 立
方米的氢气球，让她看上去更
加娇小。

19 点 15 分，随着对讲机
里一声“放球”，唐海荣一松手，
气球迅速飞上天空。气球携带
的探测设备，将探测地面到 3
万多米高空的多项气象数据。
气象部门做预报和研究时，这
些都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南海台风多发，想摸清楚
这里每片云的脾气，可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这要靠先进的仪
器设备，更要靠气象人的坚持
和认真。

在观测场，地面自动气象
站可实时收集各项气象数据。
之前，这些数据都要依靠人工
观测，不论天气如何，不管白天
深夜，他们要每隔一小时进行
一次数据观测。整点前 15 分钟
观测，整点开始录入数据，3 分
钟之内必须上传发送。

雷达，是这里最“宝贝”的
仪器设备。“我们要定期巡护，
尤其是台风天，要进行多次巡检，关键时刻重要机器
如果出问题，我们的工作不就白搭了嘛。”三沙市气
象局预测减灾科科长孙立说。

对气象数据的掌握，是准确预报天气的基础。
2016 年的一天，正在值班的孙立发现雷达图上一条
醒目的月牙状回波。他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赶紧向
有关部门报告，提前发出预警，想尽办法通知海上船
只……预警信息跑赢了狂风暴雨，附近海域船只及
时收到提示信息，顺利回港。

家住三沙市永兴社区的渔民黄勇说，以前渔
民出海都是凭经验判断天气，现在短信 、微信都
能及时收到气象部门的服务信息，渔民出海更安
心。

坚守，这是气象人的职责

三沙有“三高”——— 高温、高湿、高盐。尽管地处
热带，唐海荣却很少穿短裤短裙，即使睡觉也要穿上
长裤或戴上护膝，否则就腿脚痛到睡不好。“这里的
湿度常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风湿骨痛是痛进骨头
里，抓都抓不到。”她说。

在三沙气象人眼里，这些都不算苦。三沙市气
象局副局长陈长丘是个 2 0 年的“老三沙”了。
2008 年的台风“浣熊”让他至今难忘。那是那年登
陆最早的一个台风，正面影响永兴岛，风力达 14
级左右。

在这种出门都困难的恶劣天气，气象人却要
冲在最前线。高空探测要加密，一天 4 次放球。风
大雨大，放球得两个人协作完成，每个人腰里系
上绳子以防摔倒。雷达塔楼距地面 28 米，最高处
41 米多，每两三个小时他们就要顶着狂风上去
查看。

“感觉整栋楼都在晃。”他说，那一次，厨房的棚
顶被大风掀翻，同事们就靠电饭锅煮白粥顶了整整
2 天。

“海上风浪大，有一次补给船有 80 多天都没
来。”陈长丘说，岛上小卖部的货都卖光了，我们自己
种的空心菜成了抢手货。可后来连空心菜都没有了，
七八个人一天总共只能分到 3 个罐头。

终于，盼来了补给船。大家都跑到码头上去接
货，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这么难这么苦，三沙气象人却觉着，这是自然而
然的事。如果气象预报信息没有及时发出去，对这片
海域的百姓生活造成影响，心里会特别着急。“如果
因为责任心不强造成损失，那是不可饶恕的。”陈长
丘说。

热爱，只因这里是三沙

2000 年 4 月 10 日。这个日期仿佛已经刻进陈
长丘的心里。就在这一天，刚毕业不久的他，在船上
摇晃了 15 个小时后，登上了永兴岛。第一次上岛值
班，他整整待了 21 个月。

说气象工作一直侃侃而谈，一提起家里人，陈长
丘反而语塞了。他不愿多说自己，只说无法照顾家人
是所有三沙气象人心里最大的遗憾。有的人孩子出
生不能赶回去，等到家时孩子都出生一两个月了；有
的人父母生病，也无法在身边照料。

孩子刚 5 个月，唐海荣就上岛值班了。每次值班
少则一个月，多则三四个月。

有一次她下岛回家，2岁多的孩子高兴地围着
她一圈圈地跑。“那一整天，孩子隔一两分钟就叫一
声妈妈，叫得人心疼。”她说。

“我父亲也是一名气象人，曾在这里从事高空气
象探测工作，我出生时他正在岛上驻守，没有机会下
岛看我。”因为父亲的关系，孙立从小就对三沙很好
奇。大学毕业后，他毅然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来
到三沙市气象局工作。

10 年来，三沙有人值守的岛礁，孙立几乎“守”
了个遍。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坐船去珊瑚岛时的“煎
熬”，风浪很大，他在小渔船上吐累了睡、睡醒了接着
吐，在海上足足漂了三天三夜……

今年 6 月，孙立入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他说，自己只是三沙气象人中的平凡一员。“三沙需
要我，我就愿意在这里发光发热。”

祖
国
最
南
端

有
群
南
海
﹃
观
天
﹄人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