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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上的她

终于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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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联合国选中！武大志愿者“网谈”战疫
本报记者李伟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武汉大学
研究生王琇琨谈起自己受邀向全世界分享青年战
“疫”经验时，对很多细节记忆深刻。

4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与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共同
应对新冠病毒”网络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和其他
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在线交流战“疫”经验。来自
中国的青年代表是“95后”王琇琨，她4分钟的英文
演讲，很快登上微博热搜榜。

战“疫”期间，武汉大学共有1378名志愿者，为
641个名一线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在线家教和心理
辅导。王琇琨正是其中一名志愿者。

联合国为何选中她？

4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提出
邀请一位中国的青年代表参加网络研讨会并发
言，武汉市各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作为重点对象
群体被推荐。

4月9日上午，武汉大学“与逆行者同行·为奉
献者奉献”志愿服务队的王琇琨，作为推荐候选人
之一，与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进行了视频连线。她用英文交流了疫情期间的
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当天下午，王琇琨被确定
选中。

王琇琨后来了解到，特使办公室选择她，主要
是因为她的志愿者工作内容与会议主题“关注青
年人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契合。另一个原因是，
王琇琨交流时的语气亲和自然，所说的内容比如
在家与父母面临争吵等，贴近生活，与各国青年有
共性和共情。

得知自己被确定为发言人，王琇琨第一反应
是非常激动，但紧接着就感到紧张和有压力。她
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话语，将中国青年志
愿者的声音传播出去，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
国青年风采，分享中国战“疫”经验。

而在此之前，王琇琨已和武汉大学的伙伴们
为战“疫”坚持数月。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武汉大学疫情防控
青年突击队成立，一批“90后”武大青年发起了“与
逆行者同行·为奉献者奉献”志愿服务关爱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行动。王琇琨第一时间加入核心
团队。

王琇琨发现，凌晨两点左右是家长回复消息
的高峰时段，因为医护人员换完班才有时间查看
手机。王琇琨也坚持熬夜对接，“要尽快帮他们解
决忧心事，让他们安心战‘疫’”。

志愿服务队队长陈曾告诉记者，他们从全校
近3000名报名者中遴选出1549人组成关爱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志愿服务队，其中1378名志愿者组成
641个志愿服务组，为来自金银潭、雷神山等100多
家医院和全国支援湖北的641名一线医务人员子

女服务，开展线上辅导。

代表中国青年发声

为了用青年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王琇
琨一直积极准备发言稿，直到4月15日发言当天，
她仍在修改措辞和表达。她想给全世界呈现一个
大方、自信、得体的中国青年形象。

发言时，王琇琨总结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信
心”，困境是暂时的，要坚信一切都会过去，保持冷
静与坚强；二是“合作”，没有人是孤岛，人与人的
团结、国与国的合作是战胜疫情的关键。

谈到选择这两个关键词的原因，王琇琨说，信
心是她在整个服务过程中最有体会的一点。

疫情初期，王琇琨发现不少人被焦虑、无助等
情绪左右，她选择了通过志愿服务与团队小伙伴
们一起付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树立了
对自己的信心，也树立了对并肩战斗的小伙伴的
信心，两个多月的志愿服务工作也让她的信心变
成坚定的信念。

“能在战‘疫’之中付出自己的力量，为心中的
信念而努力，感觉无比幸运、无比幸福。”王琇琨
说，与中国不同，目前许多国家还处于抗疫的艰苦
阶段和关键时期，不少国家的青年最需要的正是
战胜疫情的信心，因为信心能引导他们为战胜疫
情积极作为，而不是无奈无助、消极应对。

“合作一词来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王琇琨说，这次网络研讨会是一次很好的国际
合作体现，青年应该从小的方面入手，携手分享
各自经验来渡过难关。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面
临的困难，只有所有人携起手来才能够战胜疫
情，而不是一味找借口、找理由甚至将病毒政
治化。

王琇琨谈及自己的发言时说，在国际会议
中代表中国青年发声，能讲述的只是中国青年
抗疫的一小部分，有无数志愿者、一线工作者的
工作强度和意义更大。她希望中国的青年之声
能够越传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4月15日晚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上，王琇琨作
为第一个分享者，发表了近4分钟的英文演讲。
随后，“武大95后女生在联合国研讨会发言”的
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看到自己所做的努力被众人关注和肯定，
王琇琨和武汉大学的志愿者小伙伴们既开心又
激动。

在王琇琨看来，自己和同伴们只是希望在
抗击疫情的战斗里尽绵薄之力，而真正应该被
关注的，“更应该是所有在抗疫一线拼搏坚守的
人”。

“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如今，王琇琨和小伙伴们感到身上的责
任愈发重大，正筹划如何将这项工作更长久、

更完善地开展下去。他们特别希望有更多青
年在疫情期间甚至疫情之后，都加入志愿服
务者行列。

武汉大学团委相关负责人说，学校积极引
导大学生志愿者在辅导教育中让医务人员子女
更深刻理解父母的“逆行”，引导大学生志愿者
在服务中开展自我教育，使双方在辅导与被辅
导中共同感受抗疫斗争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
实现教学相长。

陈曾说：“这场战‘疫’中，武大走出了太多
的英雄。关爱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志愿服务队中
也涌现出很多像王琇琨一样的优秀青年志愿
者，大家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颗不
生锈的螺丝钉。”

据介绍，武大志愿者本着“哪里有需要，我
们就去哪里”“只要还有需要，我们就继续服务
下去”的宗旨，继续对医护人员子女给予关爱服
务。在疫情结束、武大开学后，他们打算举办志
愿者与孩子的线下见面会，让线上友谊延伸到
线下并延续下去。

陈曾说，团队未来计划与武汉大学深圳校
友会合作，建立数字化公益科技平台，增加志
愿者在心理专业领域的培训，优化志愿者队
伍，增加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团队在疫
情期间服务一线医务人员，疫情过后还将服务
各类社会工作者家庭，将立足点从疫情防控转
移到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等方面。

▲2019年12月，白鹤等候鸟陆续来到鄱阳湖越冬。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每年秋末冬初，数十万只候

鸟从西伯利亚等地赶来越冬。美

丽的鄱阳湖，见证了人鸟相处最

动人的模样。

但鄱阳湖生态和鸟类保护

并不总是“岁月静好”，这里有风

雨、有较量。有一年巡湖时，候鸟

“守护神”李跃遭遇十余名不法

分子围攻，肋骨被打断三根……

本报记者赖星、姚子云

鄱阳湖存在着两个时间，一个是北京时间，一
个是候鸟时间。北京时间，是湖区民众工作、生活
的时间；而候鸟时间，是生命流转的时间。

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
地。每年秋末冬初，数十万只候鸟从西伯利亚、蒙
古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来此越冬。这趟千里迢
迢的旅途，只为一个目的——生存。

为守护候鸟，有一群人十年乃至数十年地坚
守，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

美丽的鄱阳湖，见证了人鸟相处最动人的
模样。

鄱湖风雨与朱袍“天网”

1363年，当时一场规模浩大的水战打响。
鄱阳湖上，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军交锋，湖面上

的舰船，望之如山。
史料记载，这场生死大决战，双方共投入约80万

兵力厮杀三十余天。陈友谅的人数虽然三倍多于朱
元璋，却被后者打败。经此一役，朱元璋再无敌手。

时光轮转，转瞬六百余年过去，曾经的战场记
忆已被时光冲淡，有的成为渔民口中久远的传说。

李跃坐在执法快艇的船尾，他微微眯起双眼
望着远处的湖面，向众人介绍鄱阳湖上的轶事。

“我们现在所处的朱袍山一带，是鄱阳湖区生
态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51岁的李跃是江西省都
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都昌县拥有鄱
阳湖水域面积1390平方公里，占整个鄱阳湖的三
分之一，是越冬候鸟的重要驿站。

朱袍山，是鄱阳湖上的一座小岛，因朱元璋在
此晒战袍而得名。这里不但是候鸟栖息的上佳地
方，就连稀有的“微笑天使”——江豚，也常常在这
里群集出没。

然而，鄱阳湖生态和鸟类保护并不像理想中
那般岁月静好，这里有风雨、有较量。
朱袍山、三山等候鸟分布的核心区域，在2014

年以前，一度成为不法分子追逐利益的猎场。
据当地的渔民介绍，多年前，小天鹅最贵的

时候，一只就可以卖到6000到8000元，抵得上一
个渔民大半年的捕鱼收入。

布天网、撒毒饵、强光照，曾是盗猎者猎捕候
鸟常用的招数。天网是一种捕鸟工具，制作时只需
每隔30米到50米插一根竹竿，再在竹竿上布上三
四米高的由白色尼龙丝织成的网。成片的天网能
绵延四五公里，成为众多候鸟的葬身之所。

盗猎者通常会将天网布在人迹罕至、多县交
界处，在白茫茫天水一线的湖区很不容易发现，候
鸟一旦撞上难以逃脱。

“越挣扎绑得越紧，有的候鸟脖子上的丝线能
反复缠绕数十道。”李跃介绍，层层的天网令候鸟
的归巢之路变得凶险，不少候鸟在夜晚或是浓雾
天飞行时因撞上天网而丧生。

近年来，江西持续加大对湖区候鸟的保护力
度，肆意盗猎候鸟的行为已得到遏制。

是守护神，也是一颗钉

在鄱阳湖北岸，气势恢宏的老爷庙静静矗立，
见证着都昌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后，老爷庙被当
地政府重新修葺，如今已成为一处著名景点。

古老的庙宇，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而鄱阳
湖的候鸟自有它们的“守护神”。

因为对候鸟全身心付出和守护，李跃获得过
“中国生态英雄”和“斯巴鲁生态保护奖”两个大奖。

当年，都昌县候鸟保护区管理局刚成立时，一
切工作从零开始。只要接到盗猎的线索，李跃就带
着同事去蹲守，有时顶着风雪，一蹲就是三天三夜。

为保护候鸟，他敢于豁出性命。听说盗猎者
的货车上装运候鸟，为了拦下货车，他用自己的
躯体挡住盗猎者的去路。

有一年巡湖时，他遭遇十余名不法分子围攻，

肋骨被打断三根。躺在医院里，他问自己：“我为什
么要护鸟？”

李跃记得2008年刚当局长时，湖区破坏湿地、盗
猎候鸟的事件频发，不少渔民对候鸟保护竟是茫然
无知，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2016年的冬天，一只东方白鹳躺在湖区沼泽
深处，一动不动。他和同事手拉着手，在齐腰深的
淤泥里向前挪动了近两小时才来到白鹳身边，发
现它被严重冻伤。

李跃把白鹳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给它暖身
子。因为长时间受冻，他患上肺炎，不得不住院治疗。

他跟盗猎者较劲，也跟自己较劲。12年来，他
巡护里程超过10万公里，和同事一道清毁“天网”
100多千米，砍断制作“天网”的竹竿3万多根，抓捕
犯罪分子12人……

豁出性命，值得吗？面对记者的问题，李跃没
有立刻答话。

采访中，他带记者登上朱袍山。“经过监测调
查，高峰期我们这里汇集了鄱阳湖三分之一的候
鸟，珍稀候鸟的出现频次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都
昌湖区环境越来越好。”此刻，他豪情溢于言表。

身形瘦削的他，站立在朱袍山的礁石上，就像一
颗钉子，牢牢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他目光里透着难以
言说的坚毅，当看向远方的湖水时，又变得温情脉脉。

“冬季的鄱阳湖，水落滩出，远远望去，成群的
灰鹤站在湖区主航道两边开阔的草洲之上，就像
长城一样，它们有的觅食，有的挥动着翅膀漫舞。”
李跃描绘起初次来到朱袍山时所见的情景，他动
情地说：“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景色。”

从达子咀到“苍鹭村”

当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苍鹭造访后，村
里考上大学的孩子越来越多，此后，村民都把苍鹭
看成“福鸟”

夕阳余晖下，远山如黛，苍鹭翱翔。
霞光洒满树梢，已抽新绿的树冠上一群苍鹭

或舞姿翩翩或衔枝筑巢。不远处的河水清澈透亮，
穿过村庄、田野，如碧色的玉带。

在都昌县苏山乡雷山村达子咀，人们能够近
距离见证苍鹭生命最重要的一段历程：求偶、繁

殖、育雏。许多中外鸟类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
他们管这里叫“苍鹭村”。

“1998年洪灾时，鄱阳湖周边的一些低洼
地被淹。此后，有三四只苍鹭到我们村落脚。”
57岁的护鸟员徐国松介绍起当地苍鹭的来源，
因为得到村民的悉心保护，苍鹭在达子咀繁衍
得越来越多，如今已有三四千只。

苍鹭是一种大型水鸟，黑白灰三色羽毛让
它看起来仿若穿一袭轻纱的鹤发道人。当地村
民把苍鹭看成“福鸟”，认为它有“送财、送寿、送
子”的美好寓意。

为保护苍鹭，村民筹集数万元，在林中搭
棚，自发轮流看守鸟儿；购买小鱼放至浅水滩
里，供苍鹭食用；还将腾出的地种上人造树，供
鸟儿栖息繁殖。村民们爱屋及乌，只要提起候鸟
都认为“鸟不能捕”。他们还约定，在苍鹭筑巢繁
殖的季节，每户都要准备40到50斤的干树枝放
到湖边，供苍鹭筑巢。

“这是承诺，不能打折扣。”雷山村党支部书
记徐国华说，村民们如此呵护候鸟，苍鹭才能在
此安静地生活。

微风吹拂，夕阳下，林子旁边不远处的小湖
泛起粼粼波光，有苍鹭正在湖中捕鱼。

“为了保证苍鹭的食物，每年村里会花五六
万元购买鱼苗投入小湖中供苍鹭享用。”徐国
华说。

如今，达子咀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
点。“苍鹭生性机警，人们在其他地方欣赏苍鹭，
要隔得很远。但在我们这里，苍鹭筑巢地离人居
点最近只有二十来米。”都昌县林业局野保站站
长袁明明自豪地说，得益于当地村民的保护，苍
鹭与人相处十分和谐。

在鄱阳湖区，目前已形成“政府引导，协会
组织，民间参与”的爱鸟护鸟机制，越来越多的
群众自发加入候鸟保护队伍。仅都昌县就涌现
出都昌县鄱阳湖野生动物救护协会、多宝乡大
雁保护协会、西源乡小天鹅护鸟协会等一批爱
鸟护鸟民间团体。

“我们把爱鸟护鸟作为书记工程来抓，全县
群众爱鸟护鸟已经蔚然成风。通过爱鸟护鸟，我
们吸引了大量的客人到都昌旅游、观光，甚至投
资。”在都昌县委书记肖立新看来，候鸟是大自
然恩赐都昌的生态财富。

从“人医”到“鸟医”

“三十八年长相处，为伊消得人憔悴，今生
心甘做鸟痴。”

都说万物有灵，75岁的李春如相信，动物的
情感和智慧有时超越人类的认知。这些天，因为
生病住院，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到湖区巡湖。卧
病在床时，他常常想起自己的那些“长羽毛的朋
友”——候鸟。

李春如曾是都昌县一名内科医生。30多年前
的一个暴雨夜，他家附近的许多鸟巢一夜倾覆，
殃及数百只候鸟。他把受伤的候鸟带回家，一个
个包扎治疗，大部分的候鸟得以幸存。

“不救它们，虽然没有医疗纠纷，但有良心
纠纷啊。”从那时起，保护候鸟成了李春如毕生
奉献的事业，他也从“人医”变成“鸟医”。

2013年，在多方帮助下，李春如在都昌县多
宝乡洞子里村，建起了江西首家候鸟医院。诊疗
室、重症监护室、候鸟病房、户外康复天棚和活
动水池，这所候鸟医院“五脏俱全”，可同时接收
200只以上的伤病候鸟。

在候鸟医院，每只受伤的候鸟都有它专属
的病历记录，每只被他救治过的候鸟都在他的
心上留下印记。

“小白”是李春如在2015年收治的一只白鹤，
被送来时已经奄奄一息，经过他的悉心照料逐
渐恢复了健康。

“我只要呼一句‘小白’，它就马上飞过来，落
在我的肩膀上，对我唱歌。我有时在田边走，它
就飞到跟前，将头倚靠在我的胸前。”

朝夕相处间，这一人一鸟的感情愈发深厚，
“小白”甚至出现了家化的征兆。待“小白”康复
后，李春如明白是时候分别了。

放飞“小白”那天，李春如潸然泪下。看到“小
白”在候鸟医院上空盘旋不愿离去，他只好在山
上搭了个临时的草棚躲着。连续多日见不到李
春如，“小白”的叫声由长变短，无奈地离去。

——“光阴流，岁月流，八十三日相伴记心
头，放飞你，任自由，我思悠悠，念悠悠，相思之情
永不休，明月知我忧。”

他说，自己后半辈子的眼泪都留给了鸟。
在鄱阳湖，候鸟是幸福的。2018年，一只名叫

“爱爱”的白鹤在鄱阳湖生病落单，在江西各界人
士联手救助下，“爱爱”开始了2000公里的“寻亲之
旅”，它与工作人员一道搭乘飞机，抵达吉林莫莫
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赶上亲人迁徙的步伐。

“我们把白鹤列为省鸟，就是要让江西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让白鹤在江西世世代代翩
跹起舞。”在2019年12月举办的鄱阳湖国际观鸟
周上，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向到访的各国嘉宾深
情地讲起“爱爱”的故事。
湿地滋润赣鄱，候鸟联通世界。
随着气温转暖，今年最后一批冬候鸟已踏

上北归的旅途，它们将重返生命的起点，进入下
一个生命循环。

鄱阳湖畔护鸟人 ，打断肋骨也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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