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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吃什么，鹤就吃什么”

进入保护区，音箱中便传来《一个真实
的故事》，歌曲当年由朱哲琴演唱，徐秀娟的
事迹由此传遍大江南北。正是炽日炎炎的
盛夏，走几步就满头大汗，下一个缓坡，徐秀
娟故居静静伫立面前。屋子前围着篱笆，
花木葱茏，周围野鸟闲鸣，四间泥房内陈列
着徐秀娟生平起居以及工作的各种用品。

在几张泛黄的照片前，我驻足凝视。

一张黑白照是小时候的徐秀娟，戴着绒帽，
咧着嘴巴，轻盈的眼中透着一股韧劲。另
外的则是她在湿地芦苇里，捧着小鹤，给它
喂食。鹤儿穿过月光，芦花摇曳梦乡。

徐秀娟生于养鹤世家，父亲徐铁林
是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代养鹤
人，她从小便帮着父母喂养小鹤。1982年，徐
秀娟念高一，因学校停办而失学。恰好保护
区正招收有经验的饲养员，徐秀娟因此进入
扎龙养鹤，学会了孵化、育雏、治疗。

1985年，徐秀娟自费去东北林业大
学进修。她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两年课程，
十门主课考试成绩全部为优。就在徐秀
娟毕业时，江苏盐城成立珍禽自然保护
区，想请徐铁林去指导。因为放不下扎
龙，他派女儿南下。

在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鹤类
繁育场场长吕士成看来，徐秀娟不仅是好同
事，更是手把手教会他孵养丹顶鹤的老师。

1986年春天，吕士成与同事一道被
派往扎龙学习，并迎接徐秀娟回盐城创建
鹤类驯养场，徐秀娟带着扎龙湿地的两枚
丹顶鹤卵南下。

在火车上，鹤卵被装在医用箱子里，
箱底垫棉花，用橡胶热水袋焐热，温度计
放置里面随时测温。那时的火车不如现
在高铁平稳，过铁路桥会颠簸，每当此时，
徐秀娟会把箱子紧紧抱在怀里。

“她过一会儿就要掀开箱子翻一下
鹤卵，要是老在一个方向放置，胚胎会下
垂，繁殖会受影响。”吕士成讲起这段，嗓
门忽然低了下来。

两千多公里的铁路行程，辗转奔波
两天两夜，在徐秀娟的守护下，到达盐城
不久，两只丹顶鹤破壳而出，为盐城带来
了珍贵的物种资源。

在保护区前主任郁文芳眼里，徐秀
娟对鹤特别有感情。“她把小鹤放在房间
里，小鹤生病时，她就把自己铺盖上的蚊

帐取下来，给小鹤挡蚊虫，她吃什么，鹤就
吃什么，她专门弄一个炒鸡蛋给鹤吃。”

徐秀娟喜欢文学、音乐，写下了很多
关于鹤的诗歌《仙鹤你早》《湖边行》等，散
文《灰椋鸟》还被选入语文课本。

1987年9月16日，为了寻找一对飞
失的白天鹅，徐秀娟连续奔波两天，疲劳
过度，不幸落水遇难，时年不满23岁。这
个美丽的女孩，乘仙鹤远去。

“不忙科研的时候，
他喜欢出门演讲”

见到吕士成时，他刚出席完连云港
法庭一起外省审判野生鸟类盗窃的案子
回来。“都是80后、90后，因为不懂法，就
这样被关进去了。可惜！”5月底，他刚被
评上盐城市首届“生态卫士”，在盐城各地
巡回演讲，“这两天终于可以休息了。”

“其实，他比较喜欢忙碌。”吕士成的
妻子性格爽朗，跟丈夫一起扎根保护区，

“他不忙科研的时候，倒是喜欢出门演讲，
给小朋友宣讲鸟类保护，给大学生传播丹
顶鹤知识，他开心得很。”

从1984年至今，吕士成在盐城国家
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守鹤整整35年。

如果说，徐秀娟在盐城一年半的时
间初步建立了一整套育雏的技术规范，人
工繁殖、驯养还没来得及展开，徐秀娟牺
牲后，接替她工作的是吕士成。

登上保护区新修的望鹤亭，视野开
阔，前方芦苇纵横，再朝远处，遥遥可见大
海。望鹤亭所在的地方正是当年吕士成
和徐秀娟一起工作的旧址。

当时保护区只有由部队营房改造的
几间简陋房子，四处漏风，蛛网密布，蛇鼠
出没。房子外用芦苇拦成一道篱笆，小鹤
就圈养在其中。

早春三月，正是孵化鹤蛋之时。当
时没有高压电和保温箱，吕士成和徐秀娟
一起设计并做了一个人工土炕，烧草升
温。整整三个月里，吕士成和同事们寸步

不离，守护在屋子里。
等到小鹤出壳，长大，吕士成就是丹顶鹤

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吕士成也养过一只公
鹤，有一天起大风，它“不打招呼”就飞走了。

“本以为它这么‘没良心’，谁料一年之后
的秋天，它又飞回来了。”那天下午，吕士成在
屋子外隐约听到他驯化丹顶鹤时常发的声
音。他循声而去，竟是去年飞失的公鹤。令
人惊讶的是，它还带着一只母鹤在身边。

“这小子在野外谈对象，甚至可能生
儿育女，我反而更高兴了。选择优秀的驯
养个体放归野外，正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保护区所在的黄海湿地是丹顶鹤等
400多种珍稀鸟类的栖息地。保护区刚
成立时，对沿海滩涂鸟类资源调查，也是
吕士成肩负的责任。

1987年暑天，吕士成和同事头顶着
烈日，忍着38摄氏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
踏遍江苏沿海所有滩涂。历时两个月，行
程1000多公里，吕士成靠一辆自行车完成
了江苏沿海鸟类资源调查课题任务。熬过
大大小小的艰苦，吕士成还先后攻破了丹
顶鹤越冬地半散养繁殖研究、越冬种群及
其栖息地保护研究等诸多课题。

吕士成形容这些年做的是一种特别
寂寞的工作，他常常跟他的徒弟说：“我们
不仅要能吃苦，更要像绣花一样细心、像
狙击手一样静候，还需要有严谨、一丝不
苟的科学态度。”

明年，吕士成就到了退休年龄，好在，他
的徒弟们继承着他的事业，继续走下去。

“它们以才艺示爱，
真是高雅的举止”

从雏鹤出壳的前一天开始，姜官宏和
他的两位同伴就全天候守在育雏室里。
从5月到8月，今年有18只小鹤降生。
1989年出生的姜官宏在保护区工作6
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育雏经验。

随姜官宏轻步迈过消毒区，刚进育
雏室，小鹤就从每个标间探出头，叽叽
喳喳，雀跃欢欣。“就知道你们馋嘴，”姜

官宏一手提着成筐的小鱼、黄鳝，一边
说：“今天你们比较幸运，捞到很多鱼，
好吃的来喽！”这些小鹤两个多月，已经
跟“姜爸”很热乎了。

“带你去看最小的一只，刚满月。”
在另一间独立辟出的温暖屋子里，有专
业的保温箱，是专门给刚破壳的雏鹤准备
的，旁边的摄影仪随时监控、记录数据。

从前，鹤蛋是人工孵化，等到雏鹤
快出壳时，需要模拟野外真鹤的鸣叫
声，引诱雏鹤在蛋壳内跟从鸣叫，直至
出壳。“这两年改变了育雏方式，自然孵
化，人工饲养，鹤的存活率、身体活力都
有了明显提高。”

雏鹤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时候，
“鹤爸”姜官宏就开始陪伴了。“不过，刚
睁眼那会儿，我只要靠近它，它就会琢
我。这是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怕人，
喂什么都不吃。”

雏鹤出生三个月后，要带它们散
步。在另一间敞开的室外活动场，四周
围着透气的纱网，可以抵御蚊虫对幼鹤
的伤害。散步一方面可以增强雏鹤体
质、提高免疫力，另一方面，也是让一群
雏鹤互相熟悉。

在这个过程中，小鹤互相打架的现
象时有发生，“它们会有一个相互了解
并熟悉的过程，认识群中的大哥哥和小
弟弟们，秩序确定了，就和平共处了。”
然而，打斗激烈时，姜官宏还得及时制
止，将它们分开。“有时动作快了，被小
鹤误伤，也是难免的。”

入秋后，等这群小鹤翅羽丰满了，就
是放飞的季节。“毕竟人工饲养的目的还
是为了让丹顶鹤适应野外环境。”姜官宏
举起一只羽毛快要丰满的幼鹤说道，“以
往放飞之后，我都要躲得远远的，要不然
它们都纷纷朝我飞来，舍不得走。”

而在数百米之外的丹顶鹤鹤舍，住

着成年的丹顶鹤。鹤舍外，圆形的草坪
是丹顶鹤放飞之处。

丹顶鹤性成熟后，头顶就会出现一
片红色——这便是丹顶鹤名字的由
来。丹顶鹤开始“谈婚论嫁”时，公鹤翩
翩起舞，不厌其烦地变幻各种姿态，母
鹤若是领情，便展翅而鸣，随之对舞、对
鸣，这便算确立了“恋爱关系”。

“丹顶鹤以才艺示爱，真是高雅的
举止。”保护区技术员陈刚感叹。

“人类不去干扰，
便是对野鹤最好的保护”

每年，总会有一些受伤的丹顶鹤或
其他珍禽被好心人送到保护区来接受
救助。保护区巡护站站长陈国远，就在
今年3月上旬接到附近村民送来的一只
野丹顶鹤。

“送来时耷拉着头，毫无精神，但身
体外部并无明显伤口。”陈国远请来中
国林科院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专家，初
步判定是轻微中毒，经过治疗，两天后，
野鹤恢复了生机。野鹤在保护区休养
了20多天，精神愈发抖擞。

春天正是南鹤北归的季节。陈国
远给野鹤身上安装了GPS卫星定位器，
跟踪它的后续情况。“现在，它在黑龙江
扎龙保护区，过得好好的。”陈国远眼里
透着欣慰。

“现在村民素质都很高，遇到受伤
的鹤都会打电话咨询甚至直接送过来。”
盐城湿地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工程师田
伟说，“但有时村民看野鹤不动，以为是受
伤了。其实人类不去干扰，便是对野鹤
最好的保护。”

但人类无意识的干扰仍然存在。
“过去，冬天保护区外围农户会用石灰
消毒鱼塘，有的农田农药化肥使用量过
大，这些不起眼的因素都能让幼鹤误食
中毒。”吕士成说。

其实，保护丹顶鹤，根本还在于保
护湿地的整体生态环境。这其中，还有

很多事要做。陈国远说，比如互花米草
是上世纪70年代为防止海岸被侵蚀，从
美国引进的。没想到这一外来物种生
命力特强，不断从海岸向内陆侵袭，渐渐
取代滩涂上原生的盐蒿，严重挤占鸟类的
生存空间。“这是个棘手问题，上海曾投入
上千万元治理互花米草，但收效甚微。”

去年，在盐城市黄（渤）海湿地国际论
坛上，吕士成对湿地生态的保护曾提出两
项建议，一份是《建议减少风力发电在沿
海的布置》，另一份是《海岸线动态管理方
案》，令他欣慰的是，后一份被写进了大会
闭幕词。“更值得赞许的是，盐城市这些年
鸟类盗猎案件明显减少，捕捉、收购、运输
的产业链被完全掐掉了。”

保护丹顶鹤，是湿地上这群守鹤人
的共同使命。相信全社会对生态保护的
重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环境的整
治，加上守鹤人的一代代接力，东方仙鹤
能更自由地起舞翱翔。 杨 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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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迁徙，一个归来的约定。
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横跨
22个国家，而位于盐城的潮间带
湿地是该路线上的枢纽，每年全
球数百万迁徙候鸟在此停歇、换
羽和越冬。

今年7月5日，位于盐城的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申遗
成功，是中国第一块潮间带世界遗
产。遗产地超过2/3位于盐城湿
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保护
区最具灵性的“主人”则是丹顶鹤。

丹顶鹤挺拔俏丽、择宜而居，
永远给人美的遐想和召唤。然
而，丹顶鹤能在盐城湿地定居、繁
衍并不容易，其背后是一群爱鹤
人36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近
日，笔者走进盐城湿地珍禽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听一群守鹤人讲
述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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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万美元！世界体育史上最高奖
金25日傍晚在上海由一场电竞比赛决出。

当天，第九届DOTA2国际邀请赛上，
欧洲OG俱乐部的5位小伙子成功卫冕，
他们每人分到约310万美元的奖金，这
一数字将2019年温网男单冠军德约科
维奇所获的290万美元甩在了身后，刷
新了世界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奖金并非来自

主办方或赞助商，而是由全世界玩家众
筹而来，这也说明电子竞技如今是一项
多么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DOTA2是一款2013年推出的电子游
戏，今年比赛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
心举行，在通往那里的地铁8号线上，几乎
每个人都在用手机看比赛。在比赛现场，
将国旗或心仪俱乐部的应援物缠在颈
上、穿在胸前，电竞爱好者们享受着与志
同道合的陌生人一呼百应的满足感。

事实上，OG俱乐部只分得了奖金池
中的45.5%，第九届DOTA2国际邀请赛(以
下简称TI9)的总奖金高达34310933美
元，折合人民币约2.45亿元。如此高额
的奖金是如何筹集到的？和其他赛事不
同，TI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投资方”——
玩家。不论你是同学眼中双休从不踏出
宿舍的大学生，是孩子睡后小心翼翼来上

一局的上班族，还是工作繁忙几个月打开
一次游戏的“云玩家”，甚至是亲自登上TI
舞台的选手、教练、主持、解说，任何人都
可以成为国际邀请赛的“赞助商”：玩家可
以在线购买游戏内各项增值服务，费用的
1/4直接计入年度奖金池。而电子竞技
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更为可观，一个南京的
DOTA2爱好者赴上海观赛，门票、路费、食
宿的总支出超过4000元。

“八届TI，三冠五亚”曾是中国玩家
们向圈外人科普这一项目时的通用语
句。不仅仅因中国队曾取得的傲人成
绩，玩家们的情怀更来自于它多年的陪
伴，来自于曾经全心投入的那段时光。
十年前围聚在大学宿舍屏幕前的热血
青年，如今大多已在社会中耕耘出一方
田地，时至今日，他们依然乐意为“情
怀”买单，为“青春”买单。

整个TI9期间，玩家与厂商、玩家与
玩家间的互动覆盖着从线上到线下的
方方面面。擅长3D建模的玩家可以将虚
拟人物外观的新点子上传至“创意工坊”，
经玩家投票筛选后进行线上售卖。爱好
绘画的玩家可以将心仪作品投稿，一经通
过便可以印花T恤的形式现场出售。厂
商也同时推出与虚拟物品绑定的胸针、徽
章等周边产品，并在现场提供交易区域供
玩家自由交换。与线上增值服务相同，这
些商品所售金额的25%同样计入总奖金
池。当然你更可以同大多数人所做的一
样，走进场馆为热爱的队伍摇旗呐喊，
举起相机记录下属于你的珍贵瞬间。

作为新兴文化现象，电竞“洪水猛兽”
的形象早已不再，而以“打游戏挣300万”
为标题博人眼球的时代也已悄然过去。
据伽马数据《2019中国游戏产业半年度报

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
际销售收入为1163.1亿元，用户规模超过
5.5亿人，且在这一群体中，26岁以下用户
占到了50.8%，男女用户比例分别为53.3%
和46.7%。就像逛街、煲剧、看电影之于10
年前的年轻人一样，游戏正成为这一代专
属的娱乐与社交风尚，而电竞也正成为这
一代的专属体育项目。

当中国俱乐部PSG.LGD失利止步第
三后，无数玩家在微博、社区发文表示：
“夏天结束了！”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
中国队今年第一次没有出现在DOTA2决
赛舞台上，其背后存在着青训体系不规
范、天梯代练、二三线队假赛等诸多“疑
难杂症”。但无论如何，中国军团已进
入世界电子竞技版图的中心区，让我们
给行业以期许，给未来以时间。

实习生 熊 越

全球玩家众筹体育史上最高奖

电竞成一代年轻人社交新风尚
视 线

OG夺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