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美，邂逅地球现存最大陆龟
■ 本报记者 吴越

近日，一档正在网上热播的青春纪实节目《致我们共同的地球》，引发诸多网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跟随片中志愿者的脚步，人们发现，世界各个角落生活着许多古老而神秘的生物。在历史长河中，它们与人类相互影响、共
同进化，让地球更加多彩而充满奇趣。

然而，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珍贵物种正失去生命的色彩。根据联合国日前发布的报告，全球约有 100 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
灭绝威胁，许多物种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从地球消失。

在遥远的南美洲，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活着地球现存最大陆龟———加拉帕戈斯象龟。过去几十年，这个象龟种群的
生存危机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国际志愿者们的关注，保护行动就此展开。怀着对志愿服务的热情，北京姑娘郝梦媛两赴南美，与加
拉帕戈斯象龟结下了奇妙缘分。

遵守规则，疫情下生活仍在继续
■ 口述：王怡 整理：吴越 所在地：德国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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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火烈鸟。群岛上的动植物种极其丰富，有“活的生物
进化博物馆和陈列室”之称。 均 新华社 发

在英国伦敦动物园，工作人员给加拉帕戈斯象龟称重。

在德国汉堡，一艘小船在奥斯特贝克运河上航行。 新华社 发

学校提供全套办公设备

我从 2013年到现在一直在汉堡大学外事
办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学校密切关注
汉堡市政府发布的疫情发展动向以及有关疫
情防控的政策部署。3月底开始，学生都改为线
上学习， 学校教职员工则进入在家办公的状
态。我的工作过去经常需要出差或是接待来自
各国的访问团，今年由于疫情影响，这些活动
全部暂停。 国际性的大型会议都推迟 1年或 2

年举行，还有部分改为线上进行。

疫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为教职员工每
人配备了一台手提电脑，方便大家“转型”线上
工作。IT部门也反应迅速， 解决了困扰大家好
几年的技术问题，为远程办公的顺利开展提供
保障。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对网络技术不太
熟悉的同事， 学校贴心地派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帮助他们把家中的办公设备安装、调试好。

上个月， 学校还询问了大家最新的办公需求，

需要加订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等设备的人
可以向校方“下单”，在家“收货”。

几个月过去，直到现在，校方还没有完全
恢复教职员工返校办公。但学校并没有完全关
闭办公室，如果有需要，员工可以自行申请并
登记进入办公楼。现在，我基本每周去一次办
公室。在楼内走廊区域走动时，人们需要佩戴
口罩，还可以取用放置在公共区域的消毒洗手
液进行消毒、清洁。若是在单人间办公，则不需
要佩戴口罩。

和国内高校不太相同的是，汉堡大学没有
“围墙”和封闭式的校园，学校教学楼、办公楼
和城市有机融合，因此人们不太会产生“学校
比往日更安静”的感觉。一般来说，德国的秋季
学期会在 10月中旬开始。 今年， 在疫情影响
下，秋季学期暂时推迟到 11月开学。一部分学
生仍然在家上网课，但还有一部分学生会进入
教学楼上课，他们通常是需要使用学校实验室
完成教学内容的理工科学生。

巡逻警察查看身份证

疫情发生后，我每天都会关注德国权威媒体
的报道以及汉堡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政
策。这些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让我意识到，只
要遵守规定、科学防护，并不需要太紧张，更无须
感到恐慌。

怀着这样的心情，过去这几个月中，我的生
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我也没有过分限制社交活动。在欧洲疫情较
为严重的时候，德国政府一度规定，公共空间内，

最多允许两人聚集。那段时间，我就和朋友们排
好日期、单独见面，遇上餐馆、咖啡馆暂停营业

时，我们就在公园里散步、聊天、野餐。不过，这个
禁令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如果是一家人出行，

并不受该条款限制。我曾经在公园遇到过警察巡
逻检查，确保大家保持社交距离，没有过多人聚
集在一起。他们会让人们出示身份证，随后核对
上面的地址。如果有超过两家人在一起，就会被
劝阻离开。

餐馆、咖啡馆、酒吧恢复营业之后，我和朋友
们第一时间去光顾。客流方面，我们认为和过去
没有太大差别，露天座位区还是非常热闹，充满
着欢声笑语，食物、酒水也没有涨价。不过，出于
疫情防控考虑，一些餐饮场所要求顾客戴口罩入
内，座位之间增加了一些隔断，酒吧员工则会提
醒顾客落座时注意保持距离。

总的来说，我在汉堡的大多数朋友都对外出
就餐比较放心，也没有去超市购买大量食物囤在
家中。只有个别朋友现在更倾向于相约在家里自
己做饭，或是点外卖。从某种程度上说，汉堡的外
卖行业确实因为疫情变得更发达了。 在过去，大
家很少会点外卖，送外卖的餐厅数量也不多。

演出、展览有序恢复中

疫情期间，我感触最深的是文化生活的改变。

生活在汉堡多年， 我一直非常享受这里丰富的文
化活动，每周都会购票观看话剧、音乐会，或是参
加露天嘉年华。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这一切，让
汉堡的夜晚安静了不少。好在如今，越来越多的演
出和展览正在恢复， 虽然规模和演出效果和过去
相比打了些折扣，但总算还是传递出积极的信号。

最近， 我购买了易北河音乐厅今年 11月的
音乐会门票。疫情之下，演出能否如期举行往往
被打上了问号。为了避免观众退票、退款遭遇烦
琐的手续和过长的等待时间，剧场和演出机构也
作出了一些人性化改变。比如，观众现在订票时
并不需要立即付费， 而是相当于获得预留座位，

等演出开始前两周，正式确定举行，再请观众付
费。此刻，我还有些忐忑，希望 11 月的音乐会能
够顺利举行。

相比剧场， 电影院复工更加早一些。6月份，

部分电影院就重新开门迎客。不过，出于疫情防
控考虑，观众入场需要戴口罩，彼此之间要间隔
几个座位，排与排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每场放映
的接纳人数都要严格控制。不过，放映厅究竟是
满还是空，主要还是由放映的影片决定。

和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室内文化活动减少
之后，大家外出旅游的热情更高了。最近几个月，

德国国内游也变得非常火爆。7月，我坐火车去巴
伐利亚州旅游了一次。火车上单程需要 4个多小
时，按照规定，我在车厢内都佩戴着口罩。到达目
的地之后，公共场所的疫情防控要求也和在汉堡
差不多。疫情之下，生活仍在继续。

搜城记

东京

空中“兜风”

据日本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导
致日本很多航线停运，为了维护飞机设
备性能并创造?入，日本全日空和日航
两家大型航空公司于近日推出“游览飞
行服务”———乘客只要支付一笔费用，

便可以乘飞机在空中“兜风”。

据报道，近期，全日空和日航两家
公司 90%的国际航线以及 40%的国内
航线正处于停飞或者班次减少的状态。

但是根据日常维护要求，大型客机必须
定期飞行，以免发生故障。出于灵活利
用闲置客机的考虑，这两家航空公司推
出了此次空中游览飞行的企划。

9月 26日，日本航空的首班“游览
飞行”航班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游览
飞行历时约 3 个小时， 旅客乘坐波音
767飞机在空中巡游，观赏夕阳以及星
空。机上提供由著名厨师制作的夏威夷
航线航空餐。“游览飞行”航班的?费方
式为商务舱每人 39000日元，靠窗经济
舱每两人 48000日元，乘客会获得特殊
的搭乘证明书作为纪念。

全日空则推出 1 个半小时的空中
游览项目，旅客会搭乘全球最大客机空
客 A380。 ?费方式为头等舱每人 5?
日元， 经济舱最低只需每人 1.4 ?日
元。

报道认为，这个活动不仅得以充分
利用闲置客机以免故障发生，还可以为
航司带来实质性的盈利。目前，全球暴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紧闭国门、

国际交流大幅减少。世界各地的航空公
司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业绩恶化等问题。

日航和全日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值
得其他航司参考。

报道还指出， 对于一般旅客来说，

这会是绝无仅有的体验。 一般来说，在
过去的飞行途中，旅客很少会过多关注
机舱外的风景，特别是对于乘坐过长时
间国际航班的人来说，乘坐飞机本身就
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长时间乘坐客机
的焦躁也许冲刷了绝大多数人观赏星
空的热情。而这次活动给了大家一个单
纯享受乘坐飞机乐趣的机会。

（摘编自：中新网）

顺德

和美术馆开放
历时 5年建设，位于广东顺德的和

美术馆将于今年 10月 1日起试运营。

和美术馆由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
雄设计，总面积约 1.6 ?平方米，其中
展厅面积约 8000平方米。 美术馆设计
中融入了光、水、风等自然元素及岭南
建筑文化意境，或将成为当地新的文化
艺术地标。

据媒体报道，和美术馆所在地广东
顺德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在夏至前后的
正午， 这里的太阳直射角度会与地平
面形成近似 90°角。在一天、一季，甚至
一年当中最特别的时间段， 美术馆中
庭正上方的圆形进光口将垂直点亮 5

层通高双螺旋楼梯间。 随着太阳方位
的变化， 阳光在空间中呈现诗意般的
漫步。

建筑师表示，通过设计展现出中国
文化的特点是和美术馆设计的重要目
标。但这种文化的展现并不是简单地把
古典的元素运用到设计中，而是要继承
文化背后的精神。建筑整体呈现出圆形
与方形的结合，传承了中国古建筑“天
圆地方”的设计理念。作为建筑中心的
“圆”， 其重心和尺度随着高度发生偏
移，产生了由内到外、由美术馆到城市
的扩散效果。 这一几何学立体效果，不
仅创造出光影礼赞，也酝酿出场地的跃
动感。

此外， 建筑形态中周而复始的
“圆”完结性很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很难控制施工的几何学构成。 如同
DNA 双螺旋结构般的清水混凝土楼
梯， 同样施工难度极大。 在建筑师看
来， 这个造型别致的楼梯是美术馆建
筑最大的亮点之一， 标志着中国建筑
技术的飞跃。

建筑师认为，美术馆是人在都市生
活中的精神绿洲， 必须要有和日常完
全不同的、 能供人们与艺术对话的空
间。 他非常期待今后能有更多和建筑
空间相匹配的高品质展览在此举行，

让美术馆成为当地人喜爱的区域文化
中心。

（摘编自：搜狐网）

这里启发了达尔文

2015年，郝梦媛第一次来到加拉帕戈斯群
岛， 成为岛上象龟繁育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尽
管路途遥远， 辗转飞行几十个小时才能到达，

她还是充满期待，因为这里是启发达尔文提出
进化论的地方，是生物史上的标志性地点。

1835年，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跟随一艘
名为“小猎犬”号的英国海军测量船来到加拉
帕戈斯群岛。他在岛上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采
集标本，岛上物种的一些差异和奇特现象很快
引起他的强烈兴趣。

达尔文发现，群岛由火山堆和火山熔岩组
成，地理位置极其特殊，来自南部的秘鲁寒流
和北部的赤道暖流交汇于此。特殊的气候环境
使得这里海洋生物异常丰富，喜寒、喜暖动物
一应俱全。而岛上的动植物更是为适应当地自
然环境而发生了变化。比方说，生活在各个岛
上的同一种鸟类和海龟的形态、习性竟然大不
相同。这个发现使达尔文认识到自然也能对物
种进行选择，并为他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观点
提供了有力证据。

此后，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成为生物学专家
和生物爱好者必去的“圣地”。1978年，被人称
作独一无二的 “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和陈列
室”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名声与风光为群岛带来了大批游客，也吸
引了许多厄瓜多尔人移居至此。 问题随之而
来。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成
为群岛“不可承受之重”，对岛上生态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破坏。象龟和其他生物都在人类的大
肆捕杀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下，数量急剧下
降。拯救行动势在必行。

认清问题严重性后，一方面，厄瓜多尔政
府开始严格限制岛上人口增长。 另一方面，政
府加大对岛上国家公园的投入，并与国际公益
组织合作，招募志愿者，以缓解人手不足的问
题。比如在郝梦媛从事志愿服务的圣克里斯托
瓦尔岛国家公园，每年会有 200名来自世界各
地的志愿者参与动物数据监测、 砍伐外来物
种、清理海洋垃圾等工作。

翻山越岭搬运食物

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国家公园象龟繁育中
心内，郝梦媛记得，头一回走近加拉帕戈斯象
龟时，她激动得心怦怦跳。眼前的大家伙虽然
行动缓慢，不怕人类接近，但它巨石般的外形
还是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

作为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
象龟头大、颈长，背甲中央高隆，体长在 1米到

1.5米之间，成年象龟的体重可以达到 500斤，寿
命更是高达 200岁。

大身材意味着大胃口。为象龟们准备一天所
需的食物， 便成了志愿者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

郝梦媛告诉记者， 象龟喜欢吃含水量较高的植
物，鉴于繁育中心周边并没有太多这样的原生植
物，志愿者们需要翻山越岭，走到高地、河边去寻
觅这些长达数米的水生植物， 并把它们砍下、背
回来。

“一个壮年小伙一次能够背回来的植物，它
们一两个小时就能全部吃完。”郝梦媛回忆，为了
喂饱象龟，大家拼尽全力。在潮湿的雨季，志愿者
们全副武装地在泥泞的土地跋涉， 戴着手套、拿
着砍刀，在原始森林的藤蔓和树枝中砍出一条条
道路，只为找到更多象龟喜爱的食物。

不过，即使再辛苦，再想亲近象龟，志愿者们
还是要严格遵守规定，与象龟保持 1米以上的距
离。一般的做法是把食物堆在一旁，让象龟自己
爬过来吃。主动喂食、触摸象龟，都是不允许的。

郝梦媛表示， 这种严格要求看似 “不近人
情”，实则非常必要。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进食习
惯和熟悉的气味，人类贸然触碰，可能会对它们
造成影响。“当地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们，绝对不
可以接触野生动物。如果在野外观测时发现受伤
的动物，不要轻易上前，而是要汇报给组织，请专
业人员处理。”

与入侵的黑鼠作斗争

外来物种入侵，对本地生物种群的生存往往
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老鼠以及山羊等家养牲
畜到来后，对象龟及其他“原住民”的生存带来了
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公益组织会专门提醒志愿
者，切勿将新物种带入岛内。

事实上， 哪怕是一些看起来十分温和的豢
养宠物， 也可能给岛上生态带来意想不到的严
重后果。资料显示，人类把猫带上加拉帕戈斯群
岛后，猫对那些仅生存于此地、独一无二的动物
种群便构成威胁。作为“原住民”的象龟、大蜥蜴
和蓝脚铿鸟， 更适合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繁衍
发展。

郝梦媛的另一项主要服务内容也和应对生
物入侵有关。

象龟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岛上的黑鼠
个头大，攻击力强，是象龟在繁殖期最大的天敌。

为了让这些濒危的象龟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繁
育中心每年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灭鼠工
作。目前来说，投放鼠药是最可行、也是最不会影
响到其他动物和鸟类的办法。

但是，黑鼠在岛上的活动范围很广，除了象
龟繁育中心，放置鼠药的区域必须扩展到附近的
雨林、高地。那是当地鸟类生活的区域，黑鼠们酷
爱偷食鸟蛋， 那也是它们活动最频繁的场所。志
愿者们投放鼠药的地点，就在高高的崖壁上。

小雨淅沥，崖壁湿滑，志愿者们穿着雨鞋、戴
着手套，仅靠手脚的配合向上攀援，看上去就像
是正在进行极限运动徒手攀岩的勇士。郝梦媛没
有犹豫，调整呼吸，寻找可以抓住的树根、草根，

摸索能够踩稳的崖坑。她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次
需要注意力更加集中、 更加小心的户外运动。在
她身旁， 其他志愿者也都勇敢地完成自己的使
命。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配合，没有人叫苦喊累。

更多志愿者上岛服务

时隔 5年，郝梦媛今年再一次来到加拉帕戈
斯群岛。还是那熟悉的美丽的风光，还是差不多
的工作内容，但她感觉到了一些变化。经过多年
努力，当地象龟的繁衍问题得到了改善。人类也
不断反省着自己的行为对它们造成的影响。

2018年，加拉帕戈斯群岛禁止使用一次性塑
料袋。同年，当地议会通过立法，禁止燃放多数烟
花（没有声音仅有光效的烟花除外）。当地议会在
声明中表示，议员们“一致通过这项决议，禁止在
加拉帕戈斯省进口、销售、供应和燃放烟花”。声
明提出， 虽然不少当地人喜欢燃放烟花迎新年，

但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态系统，尤其是独特的
动物种群极易受燃放的烟花影响。烟花对动物的
影响包括 “导致动物心跳过速或患其他心脏疾
病、精神压力增大和焦虑”。这些影响会改变动物
行为、危及物种存活率。

现在，共有超过两万只象龟自由地生存在加
拉帕戈斯群岛。

郝梦媛还注意到，伴随全世界生态保护意识的
加强，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动物保育行列，岛上也建
立起志愿者营地。这些志愿者来自不同国家，有高中
生、大学生，也有人从事律师、会计等不同职业，还有
父母带着年幼的孩子一同前来。他们虽然不是专业
的科研人员和环保人士，但都对岛上繁重的志愿服
务工作任劳任怨。现在，除了短期志愿者，每年会
有 20名志愿者常驻岛上开展生态保育项目。

大家与星空为伴，与随处可见的海狮、鬣蜥
以及各种水鸟为伴，守护着这座无线信号不太稳
定、没有过多商品和娱乐项目的美丽岛屿。

海外同胞
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