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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0 年 5 月 15 日，卧龙的山野盛开着紫杜
鹃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WWF）主 席 斯 科 特 和 夫
人、世界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中国的大
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以及中国林业部的王梦虎
一行，走过皮条河上摇摇晃晃的铁索桥，朝着牛
头山上的“五一棚”——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
外观察站攀登。经过崎岖山路 36 倒拐，
“ 迎宾路”
变得平坦好走，两旁的拐棍竹搭成翡翠长廊，让
他们放缓脚步。眼尖的夏勒竟然在路旁拾到了新
鲜的熊猫粪团，他立刻递给斯科特一坨，共同“分
享”。一对老顽童掰开粪团，嗅着竹叶的清香，禁
不住相顾大笑起来。
这是中国与 WWF 合作研究大熊猫最美妙
的开端。
当 年 我 37 岁 ，手 抄 下 的 WWF 的“ 宣 言 ”：
“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
各国人民所关心的自然历史宝贵遗产。”一直用
在有关大熊猫的展览、书籍上。
初次在“五一棚”住下，正是夏天。跟胡教授，
还有彝族小伙子吉林支哈，钻进竹海，沿着兽径，
游泳一般伸出双臂，拨开竹秧子，匍匐前进，一会
儿便累得臭死。除了流汗还流血，晾衣绳上那一
件件“血衣”，见证了旱蚂蟥吸血的凶狠。冬天最
辛苦的是 24 小时跟踪，手举天线给戴着无线电
颈圈的大熊猫定位。值班归来，个个须眉皆白，冻
得脸色铁青，棉大衣成了冰甲，走起路来喀嚓作
响。火塘边，一双双才穿半个月就破损的农田胶
鞋，述说着冰雪路的艰险难行。那时，中国很穷。
“中国队”标配的是农田胶鞋、军大衣，毪子绑腿。
后来，WWF 紧急调来了羽绒衣、登山鞋，
“ 中国
队”才彻底换装。
在 40 年里，我走遍了川陕甘主要保护区，结
识了许多跟踪、研究大熊猫的朋友，以及巡护员、
饲养员，用心记下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除了用
于“码字”，还经常给青少年们分享。每年，我都要
参加科普讲座，上百场“有趣的大熊猫”讲座把娃
娃们逗得哄堂大笑，手舞足蹈，是我一生之大乐
趣，一种特殊享受。
我在《科幻世界》工作了 24 年，我的文学和
科普作品集《孤独的跟踪人》
《大震在熊猫之乡》
《熊猫的故事》等，都开始于“五一棚”那一篷橙色
的、充满生命力的火光。

二
凭我个人的感受，WWF 与中国有关研究大
熊猫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合作，至少取得了三个方
面的成果：
首先，由 WWF 派来的夏勒博士团队，带来
了最新的无线电跟踪设备和先进的理念。胡锦矗
教授的团队熟悉四川动物，有着多年野外工作的
经验，中外合作，优势互补，将大熊猫生物生态学
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其二，40 年前，WWF 投资 100 万美金，修
建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包括兽舍、兽医
院、专家楼等，购置了大量仪器和设备，40 年来，
这里一直是大熊猫繁育攻坚克难、捷报频传的科
学重镇。
从更广大的范围来看，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中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使熊猫家园
得以保护。按魏辅文院士最新计算，大熊猫及其

有朋友说，
要了解脱贫攻坚的故事，
一定到全
国扶贫开发主战场的定西看看。
于是，
我们乘火车，
迎秋雨，
从兰州出发一路东行，
窗外层层叠叠的山
峦在雨雾中时隐时现。一会儿工夫，一座高楼林
立、街衢通达的新城扑面而来，
“ 这就是定西城
了！
”
1983 年，定西就是全国最早实施区域规模
扶贫的重点地区，首开了以农村建设为重点的扶
贫先河。
30 多年来，定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百折
不挠，艰辛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干部群
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2 月 3 日在定西视察
时“咱们一块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期望与
嘱托，
在扶贫战场上继续攻坚克难，
屡建奇功。
“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有九旱，岁
岁人发愁。”这曾经是定西的真实写照，那么这里
的百姓是怎样从“酷贫”中走出的，如今农村又是
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出城北行几里，汽车在蜿蜒的柏油路上行
驶。抬头望去，层层梯田如无数条橙黄、墨绿的彩
带，从条条山谷排列而上，直达天际。安定区委宣
传部的小雪指着窗外说：
“ 这些梯田就是过去百
姓说的‘和尚头’山。”
在大坪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村支书、村委
会主任和四位老人对坐在黑皮沙发间，热烈讨论
着。村党支部书记康耀伟介绍，他们正在研究扩
大马铃薯原原种种植的事。
“我们大坪村有七沟八梁九面坡，土地贫瘠，
十年九旱，过去是‘种了一坡、收了一车，打了一
斗、煮了一锅’，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地方。”74
岁的杨林说。
56 年前的深秋，党支部书记冉桂英把年轻
人召集到一块，传达县里的会议精神：
“咱们也要
行动起来，向‘和尚头’开战，向大山要粮。”她的
号召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几十个年轻人，人背肩
挑试修了 5 亩梯田，第二年种植的洋芋就获丰
收。喜出望外的大坪人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与
其献羊向老天求雨，还不如修梯田保水土向荒山
要效益。于是，每到秋天收割完毕，大坪山、堡子
梁等几架土山就出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肚子
饿了，把腰带勒得再紧点，手脚冻得血水直流，用
布包包照样抡镐头修梯田。
大坪村的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为修建
起点较高的水平梯田，市里的技术人员来了，农
机站提供的 10 辆胶轮架子车进村了，政府下拨
的救济粮让百姓们不愁断炊了……
以前，大坪人在冬天抢修梯田。寒冬腊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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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熊猫的幸福胜过获奥斯卡奖
抱熊猫的幸福胜过获奥斯卡奖”
”
——见证中国与 WWF 合作研究大熊猫 40 年
1984 年 12 月 24 日，我冒着大雪
去青川唐家河，中外合作研究大熊猫
的第二基地白熊坪，向夏勒夫妇祝贺
圣 诞 节 。白 熊 坪 观 察 站 像 一 座 土 地
庙，饭厅里堆放着彩灯、蜡烛，罐头、
水果和美酒。炊事员正忙着做菜肴。
胡锦矗和夏勒一行寻找熊猫“雪雪”
去了，翻译邱明江说，顺着脚印走，准
能找到他们。我俩便换了登山鞋，寻
踪而去。
过了河滩，在一片密林里，见到
了胡锦矗和夏勒。他俩手中各持一把
麻醉手枪，像福尔摩斯时代的侦探，
1984 年唐家河，夏勒博士与研究小组为熊猫检查身体
窃窃私语一阵，决定各领一彪人马，
南北包抄，合围“雪雪”。
“ 雪雪”是带
着无线电颈圈的美少女，它的颈圈渐
小，需要更换了。所以白熊坪的人们
苦苦跟踪了三天，希望能一举成功，
为圣诞节增添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们的脚步比落叶更轻。夏勒弯
曲着他一米八三的瘦长身体，鼻尖通
红如虾米。经过九曲十八折，我们终
于爬上坡，连喘气声都尽量憋住。
哦，
“ 雪雪”离我们只有 20 米！它
侧身睡卧，左肢抱头，右肢抱腿，蜷缩
成一只圆嘟嘟的黑白花绒球，姿势极
优雅。
“ 绒 球 ”随 呼 吸 的 节 奏 一 胀 一
缩，好玩极了。
五一棚内大家围坐吃饭
雪地埋伏了半小时，快冻成冰棍
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高达 26 至 69
了，不明白夏勒为什么还不射击，胡教授也按枪
亿美元，是大熊猫保护资金投入的 10 至 27 倍。
不动。夏勒向对面丛林里的胡锦矗打了手势——
这其中，WWF 最早投入的 100 万美元起到了重
撤退！
要作用。
好不容易围上正在睡觉的“雪雪”，为什么要
其三，中外合作研究大熊猫，唤起了全国人
撤退呢?
民的生态觉悟，这价值更是无法估量。以中国大
退下来，夏勒才说：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我真
熊猫研究中心所在地卧龙为例。当初，卧龙的老
想在节日前给“雪雪”换颈圈。但“雪雪”睡在陡崖
乡大量安猎套，捕捉野生动物，猎套曾经套住了
上，
旁边是深谷，
一枪打去，
它不会立即麻倒，
要是
夏勒博士的脚。后来，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刑，再经
受了惊吓，
摔下了崖，
不是害了它吗? 大家都称赞
宣传教育后，犯罪行为消声匿迹。特别是在“5·
夏勒考虑问题很周到，
我也深深为之感动。
白熊坪
12”大地震中，卧龙与震中相隔 10 公里，损失却
的平安夜，
大家频频为
“雪雪”
干杯，
也为熊猫王国
很小，究其原因是卧龙是“特区”，建筑物较为规
的兴旺干杯。
酒过三巡，
夏勒和克亮抬来了一棵五
范。老乡们认为“是大熊猫保护了我们”。所以，当
彩斑斓的圣诞树！
激起了一片欢呼声。
研究中心的几十只熊猫暂时转移到外地时，老乡
圣诞树是一棵一米多高的云杉，树干笔直，
们眼含热泪，夹道送别，场面十分感人。从猎杀到
树冠呈宝塔形，繁茂的针叶间悬挂着许多好看的
保护，这是可喜的巨变。
小玩意儿：中国的绒布熊猫、非洲风格的木雕狮
由于大熊猫的“保护伞”效应，保护了大熊猫
子，美国的圣诞老人和马戏团小丑；还有用纸片
的栖息地，也就保护了那里的动物和植物。同时，
剪彩笔描的，布头缝制的小鸟、小鹿、大猩猩、老
也就保护了人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一点，
虎……我们围着圣诞树点燃一排蜡烛，圣诞树变
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知。这是 40 年来，最值得
得更辉煌灿烂。圣诞树是一个充满鸟鸣猿啼、狮
大书特书的事情。
吼虎啸的生机蓬勃的“夏勒的世界”啊。

三

四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在 武 汉 ，我 出 席 了
WWF 与中国合作 40 年的庆祝会。环顾左右，当
年在“五一棚”打拼的老人们，一个也未能出席。
他们的勇往直前的足迹不应当被时光抹去。

2016 年 5 月 14 日，我陪同央视记者采访唐
家河。夏勒也回到了唐家河。再度相会，酒酣耳热
时，我们想起了当年那棵圣诞树。
当年的小谌，如今是唐家河管理局的副局

幸福花盛开
□张文祥

风呼啸，常常一镐下去只刨出一道白痕，刚刚松
动的土堰茬口，经过一个夜晚的寒冻后就如铁板
般坚硬，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冉桂英和刘玉秀、董
树元等商量要“人换工不停”，于是大家提来家里
的煤油马灯，分好三个班组，轮流上山。那些日
子，大山上从来没断过修梯田的人。尤其到了夜
晚，无论是漫天雪飘，还是朔风刺骨，一盏盏马灯
如点点火焰，高低错落闪烁在黑黝黝的大山之
中，与繁星呼应。这样“地闲人不闲”的劳动硬是
坚持了 10 个秋冬。
1978 年底，全村修成高标准梯田 2717 亩，
可耕地增加了 500 多亩，比实现梯田化的计划提
前了 20 年。奇迹也随之出现：跑水、跑土、跑肥的
“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百姓结束了“吃粮靠供应、喝
水靠拉运、花钱靠救济”的命运之后，村干部又请
来农技人员推广优良品种，让净粪上山，精耕细
作，科学种田，一亩地能打 1200 多斤粮。
改革开放后，村民们劳动气氛更加高涨，植
树造林，
治山治沟，
在村路两旁栽上了杨树、侧柏、
云杉，2920 亩荒山种上了柠条，1600 亩寒土坡
种上了牧草，整理沟道 110 处，修沟底塘坝 5 座，
建配套渠系 3000 米，
挖水窖 300 多眼，
实现了
“小
水不出地、大水不出沟”
，
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

近几年，随着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省、市、区
的帮扶力度不减，家家户户都住进了两层楼的小
康住宅，配套建起了沼气池、太阳灶、卫生厕所、
旱作高效日光节能温室、标准化养殖圈舍。柏油
路通到每个自然村户，村民可以把汽车、农用车
开到家门口，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丰禾村曾经是靠天吃饭的深度贫困村，如今
却成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示范村：偌大的车库
里两台大马力红色拖拉机和十多挂农用车整装待
发；8 个 100 吨存量的马铃薯良种储蓄窖显示着
吞吐实力；乡村服务部摆放着早已销往全国各地
的十多种马铃薯深加工产品；展示台上陇中山区
32 个特有的种子样品成为农户们的首选；
11 架各
种型号的无人机将带着不同的任务飞上蓝天……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流转是关键。
村干部们走家串户宣传土地流转集约化经营的
好处。政策交了底，道理讲明白，百姓通情达理。
很快 60 户就办了 1200 余亩土地流转手续。两委
成员又争取来首笔 20 万元的省委党校帮扶资金
和 50 万元的中央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农
户参与入股分红政策完善了，科技发展产业园建
起来了，甘肃农业大学和定西农科院的专家、技
术人员也来了……丰禾村充满了生机活力，要求
土地流转的农户不断增加。打破地界使土地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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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他说：
“ 白熊坪观察站前几年被泥石流冲毁
了，那棵圣诞树可能还在吧！”
于是，我们决定去白熊坪，寻找那一棵圣诞
树。第二天是一个大晴天。那山上远远张望的猴
群，那河中漂来的野花花瓣，那幽谷中传来的不
绝于耳的百鸟啼鸣，那一路上的阳光和煦、山风
轻拂，让夏勒兴致勃勃，指指点点，笑语不断。
1980 年，
夏勒看到岷江浑浊的流水中全是漂
木，曾忧心忡忡地问：树砍完了，大熊猫在哪里生
活？
而今，
他看到了岷江清澈了，
两岸大山变绿了，
自然保护区扩大了好多倍。
走着走着，
我们来到一
片乱石丛中。小谌指着不远处的几棵大树说：
“那
一棵，
那一棵杉树，
就是夏勒种下的圣诞树！
”
我们一看，有些惊讶，当年那一米多高的小
小圣诞树，已经长成了十几米高的大树。它身披
阳光，一片碧影参天。树叶的飒飒声，似乎在诉说
什么。夏勒和我久久凝望着那一棵圣诞树，什么
话也没说。

五
1961 年，WWF 成立时，中国国门紧闭，与国
外的动物学界几乎没有交往。
但是，
WWF 作出了
一个重要决定：以斯科特设计的大熊猫图案作为
会旗和会徽。
真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决议。
近 60 年来，熊猫之旗超越了国家、民族、宗
教各种界限，飘扬在地球的每一角落，成为保护
地球上动植物的象征。苏联的莫斯科动物园园长
梭斯诺夫斯基说：
“ 大熊猫是野生动物世界绝无
仅有的、货真价实的瑰宝，是非常美丽的、标新立
异的、令人惊叹的动物。”
从动物美学看来，大熊猫一张圆圆的娃娃
脸，两只黑绒花似的大耳朵，眼睛不大却有大大
的黑眼圈，给人以戴着墨镜的调皮娃娃的感觉。
加之它以竹子为主食，胖胖的身体缓缓扭动，那
“憨”与“萌”，真是造物主精心创造的最可爱的卡
通形象。全世界对于大熊猫之美的认可，可谓高
度统一。
估计，全世界的“猫粉”数以亿计。2014 年，
成都大熊猫基地向全世界招聘“大熊猫守护使”，
24 小时之内，6000 万中外“猫粉”报名。最后经激
烈竞争，选出了 6 名“守护使”。
从 1972 年中美“熊猫外交”开始，第一对大
熊猫“兴兴”和“玲玲”作为友谊使者来到华盛顿
动物园。
“ 玲玲”在那里生活了 20 年，生育的 5 个
宝宝都未能成活，WWF 曾为此下半旗致哀。苦
苦盼了 30 多年，直到 2005 年 7 月 9 日，经历 8 次
怀孕失败的“美香”，终于生下了“泰山”。
“ 泰山”
从出生到成长的细节，就连它从假山上摔下来，
也成了公众强烈关注的大新闻。按协议，
“ 泰山”
应在 2007 年回到中国，在美国方面一再要求下，
归期一直推迟到 2010 年 1 月 30 日。那一天，上
万美国民众在风雪中送别大熊猫“泰山”。美国记
者用“泪流不止”、
“ 痛彻肝肠”、
“ 难舍难离”来描
绘当时的情景。
1987 年 8 月，我曾探视过在上野动物园出生
的第一只熊猫幼仔“童童”；2015 年 10 月，又探

了片，高品质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机具作业
畅通无阻，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农产品产量
大幅提高。
10 多年前，丰禾村村民赵永平一心想到外
边挣钱、学本事，高中毕业后就去闯世界。他当过
铸工、开过吊车，也学过农用无人机操作。10 多
年后，他发现在政府的扶持下，村里发生了很大
变化。他毅然回到家乡，加入公司。他说：
“我是在
工厂时无意间看到马铃薯原原种栽培技术的，这
是遗传性状稳定的品种，也是繁育良种的基础种
子。”他带我们来到一个巨大的防虫纱网大棚前
说：
“ 这就是用脱毒的试管苗移栽成功的原原种
种植地，成熟的薯种虽然只有鹌鹑蛋大小，但是
一粒可以卖到 0.5 元左右，我们村这样的网棚就
有 26 座。”
“我们村还建了两座恒温库，一个 570 平方
米的组培室，5 个日光温室，今年还要增加 50 座
原原种种植网棚呢。”他边说边掀起一个网棚帘，
顶着小白花的马铃薯苗一片墨绿扑面而来，一位
穿着专业服装的妇女正在洒水。
民心聚，干劲增。以马铃薯脱毒苗、原原种、
原种、一级种、商品薯种植为主的深加工综合体
产业链形成后，村民收入大幅增加。十几户村民
联合购买了十多台农用车和农机具，参与入股分
红。
在丰禾村最后一个脱贫的南虎生家，五间大
瓦房三面围合，对面的大库房里摞放着百十个粮
袋和两个高高的粮屯，老南拍打着粮袋子高兴地
说：
“我家九口人两年都吃不完。我两个儿子和儿
媳妇都进城打工，还住进了城里的新楼房，今年
初，我家还完了贷款，老伴在薯种大棚打临工，每
个月挣 2200 元，我还养了 7 头牛、12 只羊、50 多
只鸡，忙着哪！”
听说花坪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扶贫车间”。
原来，过去花坪也是个深度贫困村，247 户近千
人生活在 18 平方公里的大山上，老人们守着自
己一锨一镐开垦的梯田，不愿意易地搬迁，但是
再靠从 4520 亩土里刨食不行了，许多年轻人出
外打工。
近些年由于对 2058 亩地进行了退耕还林，
水
土和自然环境得到了有力保护，
但村里闲下来的人
逐渐增加，
2013 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91 户 341
人。村两委班子和省委党校驻村帮扶工作队把全
村 25 位党员召集到一块讨论，
“不能全部靠输血，
我们自己要想办法造血！”成为大家的共识。
于是，帮扶工作队与一家公司联系，很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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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过多伦多动物园出生的第一对熊猫双胞胎“加
悦悦”和“加盼盼”。而所有这些“生儿育女”的故
事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2013 年 7 月 6 日，在亿万
人的期盼之中，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圆圆生下
了“圆仔”。
这个 183.4 克的小小生命降生，如同引爆了
一枚巨型震撼弹，竟然把台湾 20 多家电视台统
统“炸回”黑白时代，网络、报章杂志的版面全被
“圆仔”刷新。而“初为猫母”的“圆圆”抓伤了幼
仔，母子必须隔离。来自大陆的挤奶专家，每天挤
“圆圆”的鲜奶喂“圆仔”。半个月后，
“ 圆仔”隔笼
探母。
“圆圆”伸出长舌头，不停舔仔，那深深的母
爱之情，让全世界无数观众动容！台湾朋友说，两
个多月来，把什么“蓝绿之争”、
“ 族群对立”抛之
九霄。所有的眼泪，为“圆圆”母子而流。
从中国古代典籍到当今世界发展都不断记
录了大熊猫作为和平、友谊使者的故事。从 800
万年前走来的大熊猫，不仅深藏着大自然的不解
之谜，竟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2007 年 8 月，
我陪同好莱坞金牌编剧尼尔·盖曼先生参观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他抱着熊猫照了一张相之
后，说：
“将一岁大的大熊猫抱在膝盖上，这种绝对
的幸福胜过其他许多奖励，包括奥斯卡奖。对于
作家，这种经历完全值了。说真的，如果每个月人
们都能去与大熊猫亲密接触，我猜想，世界和平
与融合将于一周内实现。”
啊，熊猫之旗，愿你在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
高高飘扬！

好莱坞编剧尼尔·盖曼将熊猫抱在膝盖上

坪村脱贫车间”成立。村委会把 70 多平米的会议
室改成了车间，妇女们争先恐后报名。按照建档
立卡贫困户招录优先原则，18 名妇女成为第一
批工人。随即 20 台全自动缝纫机安装到位，生产
军训迷彩服、护士服的原材料也进来了。2018 年
5 月 19 日挂牌那天，花坪村像过节。
46 岁的王淑兰回忆说，去年丈夫病逝，家里
还有一位常年卧病的老人和两个刚上小学的孩
子，承包的 20 亩耕地年收入不足一万元，是扶贫
车间让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弹性工作和计件工
资制度方便了家务较重的贫困群众。
“ 我经常抽
空到车间干活。这种扶贫方式，我们妇女特别欢
迎。”就这样，王淑兰即照顾了家庭，一年还增加
1 万多元收入。
57 岁的漆秀花有一个四世同堂 9 口人的大
家庭，承包的 46 亩耕地年收入不足 4 万元，丈夫
和儿子农闲时只好出外打零工，儿媳妇还要照顾
三个上小学的孙子，再加上经常要给两位老人看
病，生活困难。漆秀花到扶贫车间工作后，很快就
成了生产能手，
还被选为车间组长，
她不仅把家打
理得井井有条，
每年还为家里增加近 3 万元收入。
村委会主任陈旭明介绍说：
“ 这只是我们村
脱贫攻坚中的一项，马铃薯原原种种植、开发旅
游经济都是后劲十足的产业。目前，全村已经脱
贫 89 户 339 人，对因为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 2 户
2 人，村里已经按照国家兜底保障政策，使他们
和全村人一样过上了幸福生活。”
多少年来，定西这个被视为不具备人类生存
基本条件的地方，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救济式扶
贫、开发式扶贫、攻坚式扶贫、综合式扶贫和精准
式扶贫几个阶段，基本生存、基础落后、温饱不
足、发展滞后等几个世界性难题得到解决，今年
区域性整体脱贫也胜利在望，形成了中国特色扶
贫开发模式，为人类战胜贫困和世界减贫事业提
供了成功范例。
定西人民正昂首挺胸，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凝心聚力
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