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隔8年，世界濒危物种伊犁

鼠兔再现新疆天山”这条新闻最近

旋风一样冲上“热搜”，同样火起来

的是一张在山崖间张望，貌似泰迪

熊的毛茸茸的脸。其实这股旋风早

就在李维东的朋友圈刮起来了，作

为中国特有物种伊犁鼠兔的发现者

和命名人，他每天基本要发20条左

右朋友圈内容，大部分都能找到“伊

犁鼠兔”的字眼。

这个年近七旬的人至今依然是

天山上的铁血硬汉。天山鼠疫调

查，意外邂逅新物种，从此志愿坚守

濒危动物保护一线40年；多次深入

无人区科考，一度失联10天，三年

后终于促成罗布泊野骆驼保护区建

立；为保护藏羚羊，仅凭20发子弹，

敢与盗猎团伙火拼……和平年代，

在遥远的西部边疆，仍有人为野生

动物将生死置之度外。

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光，李维东

要奔赴海拔近4000米的天山山顶，

逐个监测点去寻找伊犁鼠兔的痕

迹。“是我发现了伊犁鼠兔，如果我

看着它灭绝，太不甘心。”所以他要

亲力亲为，山路崎岖只能骑马，空气

稀薄导致他说话很慢，一句一句之

间要停顿几秒。伊犁鼠兔一般生活

在天山高海拔地带，需要靠肉眼察

看有没有花椒粒大小的粪便，以及

用架设在悬崖峭壁间的红外相机追

踪它们的行踪。

甚至在我的内心都涌起无限希

望的时候，李维东一手撑着崖壁说：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他低着头，

没人看见他眼中是否因为失望而噙

满泪水。没有粪便，意味着没有伊

犁鼠兔活动的痕迹，也就意味着种

群的数量减少，甚至灭绝。

因为不甘心，李维东的日常满

满当当装的全是工作。他和他的团

队跑遍了新疆最险恶的高山、最陡

峭的悬崖。野外考察环境艰险，一

些地方甚至没有布置安全绳，李维

东常常只能徒手攀岩，在距地面四

五米高的崖壁上行进。一次在乌苏

市巴音沟做鼠兔分布区调查时，他

从刚下过雪的崖壁上滑坠，手指头

本能地紧抓岩壁表面，指甲瞬间劈

裂，好不容易抠住一块凸起的岩峰，

相机套却从悬崖边滚落下去……

时隔8年，伊犁鼠兔再次出现，

这次“遇见”对李维东来说是最好的

礼物。这说明天山冰川状态在变

好，说明他们为守护自然生态付出

的努力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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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之城”愿景让他们备受鼓舞

排球场上父女情深

口述 王茜 撰文 陈茗

王宝泉被誉为“金牌教练”，在他

的带领下，天津女排取得了足以载入

史册的辉煌战绩。他的独生女王茜曾

是天津女排主力自由人，也曾入选国

家队，退役后成为天津青年女排教

练。这对父女和排球有着怎样割舍不

断的情怀故事？近日，天津电视台文

艺频道《最美文化人》节目以访谈方式

回顾了他们的精彩人生。

我父亲一直面对压力

但他认为这些压力都值得

我是1989年出生的。后来我妈
妈告诉我，她生我时早产，医生找家属
签字，可是我父亲正在国家男排打球，
那时候没有手机，打电话不方便，最后
是我姑姑签的字。随后我父亲才得到
消息，从国家队赶回来，在医院待了三
天，又回队里打比赛去了。

我父亲觉得打排球比较苦，并不
希望我干这个专业。但我妈妈想锻炼
我的意志品质，把我送到一所排球特
长学校上小学。我父亲要在队里训
练，每天傍晚6点多才能到学校接我，
所以每天放学以后，我先要在学校排
球队玩一个小时。就这样，我开始与

排球结缘。
小学时我在班里是高个子，坐最

后一排。进体校时我的身高还是前三
名，打主攻。后来不怎么长个儿了，教
练让我改练二传，因为要是能长到
1米80的话，还是能打二传的。我父
亲身高是1米87，我妈妈只有1米60，
那时我测了骨龄，预测身高1米75，我
其实到现在还没长到预测的身高呢。
我父亲就犹豫了，想让我好好上学读
书。幸好后来有了“自由人”这个位
置，对身高没有那么绝对的要求，这也
给了我一个机会。假设我不打排球的
话，可能会一事无成，因为我小时候业
余爱好还蛮多的，什么都会一点儿，但
什么都不太精。

2000年年底，我父亲出任天津女
排主教练，同时在国家队做助理教
练。可能两边的压力都比较大，身体
很疲劳，半年后得了结核性脑膜炎，住
院治疗。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去
体校队友家里住，我妈妈还说，去吧，
多玩儿几天。没想到两天后她就给我
打电话，告诉我父亲住院了。我父亲
真的特别坚强，他都不觉得自己病得
有多严重，住了半年医院，出院后拿着
行李直接回队里去了。

有人说，人一定要把工作和生活
区分开来，但我父亲几乎没有业余生

活。他每天早上7点到单位，吃完早
点，8点半进场地，到中午12点休息一
下，吃午饭，然后下午2点半又进场
地。等他下班到家时，已经是晚上7
点多了。二十几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
种状态。

天津女排第一次拿冠军，有人建
议各行各业弘扬天津女排精神，但也有
人提出异议，说这次拿了冠军，下次拿
不了怎么办？我父亲的压力特别大，
那种压力超过了比赛时的压力。到参
加第10届全运会时，天津女排已经是
三次联赛冠军了，大家压力还是很大，
觉得要是拿不了冠军都不能算完成任
务。再后来，冠军拿到“手软”，对于我
们球队来说，拿第二名就是失败。我
父亲这些年一直面对着这些压力，但
是他说，所有的压力都是值得的。

比赛场上“六亲不认”

竞技体育不可能走后门

我从小生活在父亲“功勋教练”的
光环之下，很多人提到我时第一句话
都会说：“这是王宝泉的女儿。”我觉得
我的名字消失了，心里还有点儿别
扭。16岁时，我也成为天津女排的一
员，那个宠爱和无限包容我的父亲像
是变了一个人，变得特别严厉。

刚进队的时候，每天晚上我父亲
都单独练我，给我开小灶。日复一日
地训练实在太枯燥了，我自然会产生
一些懈怠。有一次我父亲急了，那是
真发火，拿球狠狠砸我，砸到哪儿算哪
儿。回家后我一个星期没跟他说话。
我妈妈从中调解，我们父女才和好。
我父亲告诉我，他有两个想法：一是如
果我坚持不住，自己提出来不干了，就
回去上学读书，也挺好；再有一个，你
既然练了，就要练到最好，这是对你自
己负责。顽强的作风不是口头上说
说，而是平常积累而成的，是逼出来
的。人的潜力很大，惰性也大，竞技体
育追求的就是超负荷的极限。他希望
我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青春，只有
取得了成绩，才对得起流下的汗水和
泪水。

唱戏有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体育比赛也是一样。我父
亲的训练方法别出心裁，比如提升网
的高度，锻炼进攻和拦网队员的弹跳
高度，用男队员打模拟比赛，玩类似足
球的“遛猴”游戏，增加趣味性的同时
提升队员的快速反应能力……训练时
一个球防守不到位，就得加练好几个，
小伤小病不能耽误训练，不少队员都

被他训哭过。他说打比赛就跟打仗一
样，没有同情和眼泪，平时多流汗，战时
才能少流血。

在比赛场上我父亲是“六亲不认”，
他认为竞技体育不可能走后门，因为这
关系到队伍的生存。对自己的女儿也一
样，要凭实力说话，行就上，不行就别上，
不可能靠亲属关系去比赛。我想如果不
那么狠地训练，我肯定练不出来。到后
来我也逐渐成熟了，准备比赛时，如果发
现什么问题，我就去提醒他。有时候别
的队员有什么想法，不敢直接跟我父亲
说，就通过我传递给他。
我父亲当教练，不仅仅是教技战术，

还要育人。他的原则是，想当球星先学
做人，人品有问题的话，技术再强也是昙
花一现。他对每个队员都说过：“打球只
是人生的一部分，在天津女排这个大熔
炉里把你锻造好了以后，要到社会上去
做贡献，这才是最主要的。”这就是我们
的女排精神，是品格和人格的展现。

弘扬女排精神

打造排球之城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比赛时我父亲
在场边着急、发火，其实有真有假。他告
诉我，对运动员有时跟她笑，她就可能放
松，容易受伤；有时你绷着脸，哪怕是假
的，她认真了，紧张起来了，就不容易受
伤了。在比赛中他还经常和队员们说，
你们如果不全力打，不玩儿命拼，我下来
跟你没完！其实这是激励队员的一种方
法。不管真假，我父亲一发火，我们就都
很紧张。

2018年，我从天津女排退役后，到
天津青年女排当教练，协助主教练做一
些辅助性工作，比如跟队员谈谈心，解决

她们的心理问题，在生活、训练方面跟主
教练配合。我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在
这个过程中，渐渐地体会到他的排球训
练理念。尽管他被很多球迷和媒体比喻
为“魔鬼教练”，但我觉得这恰恰代表了
他对球队、对队员的责任感。我从父亲
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现在回想起
来，才明白自己打球的时候其实还不太
懂事。

我父亲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排球
上。前几年我生小孩时，他正带队打世
界杯，我们都没敢告诉他。如果我没到
排球队来，我是真的理解不了我父亲。
来了之后才明白，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
是对的。到现在我也像他一样了，把所
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们的队伍中。
我们父女俩的话题也开始转变为对

执教方式的探讨。有时候我会在天津电
视台体育频道解说天津女排的比赛，每
场比赛都看，也试着去分析，跟我父亲交
流。包括用人，有一次我给父亲出点子，
让胡克尔打主攻试试。我父亲还真试
了，结果第一局就输了，赶紧换回来。因
为胡尔克不熟悉那个位置。
天津女排精神与中国女排精神一脉

相承——“锐意进取、迎难而上、顽强拼
搏、争创第一”。天津市提出打造“排球
之城”，我父亲和我都备受鼓舞。天津女
排作为“排球之城”的龙头，压力更大
了。对于我们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排
球之城”的愿景更促进了我们的工作。
李珊姐带着我和殷娜姐，多次下基层、进
校园、进社区、进商圈，不断地去宣传我
们天津女排，宣传我们的“排球之城”，让
大家都能在排球运动中发现欢乐，锻炼
意志。我父亲也说，他今年61岁了，希
望能继续为天津、为国家培养优秀的排
球人才，为“排球之城”多做贡献。

讲述

少年时的王茜与父亲王宝泉

印 象

等了8年的相逢
伊犁鼠兔上“热搜”

李维东 伊犁鼠兔“铲屎官”
文 王小柔

很多年以前，我从事鼠疫防治工作，需
要到山里去，到荒漠去，到有野生动物的地
方去，去找鼠疫疫源地以便防范。大家可
能觉得扛枪很奇怪，但我们确实是卫生系
统唯一配枪的野外工作队。我们要对旱
獭、黄鼠还有沙鼠这些疫源动物进行采集，
检查有没有病。

1983年，我们在新疆尼勒克县套乌拉
斯台村做疫源地调查，有个小孩得了痢疾，
腹泻脱水生命垂危。家里人听说有伊犁的
大夫到了草原上，就直接把毡房扎在我们
的帐篷旁边。经过几天治疗小朋友脱险
了，她的家人跟我说：“李大夫，我们家后山
下草场有一个湖特别漂亮，希望您有空可
以去我们那儿看看。”我骑马来到他家，没
想到这边还有一个更高的山，是全裸岩，而
且是天山主峰。

第二天一早我去爬山，正走得气喘吁
吁，眼前突然冒出一个小动物，“嗖”的一声
就不见了。我接着往山上爬，爬累了坐下
来歇一会儿，没想到那小动物又来了。仔
细一看，这个小动物头上有斑，我从来没有
见过。那是我和伊犁鼠兔的第一次相遇。

为了解这个新物种，我们把整个天山
跑了个遍，一直从伊犁走到博格达山脚下，
这都走出了伊犁州，超出了工作界线范
围。当时没有GPS，也没带罗盘，一走走到
头就是悬崖，回过来又是悬崖。最后没办
法，我们三个人把马褥子垫上，军用雨衣搭
上，在山上熬了一夜。
最早发现伊犁鼠兔的尼勒克模式标本

产地，在2006年已看不到伊犁鼠兔，连它
的粪便都已经风化；到2018年，南天山区
域连续三年红外相机的监测也找不到任何
伊犁鼠兔的踪迹，只得宣告该区域内伊犁
鼠兔消失。目前伊犁鼠兔71%的区域栖息
地已经丧失，最后还有鼠兔的两个区域，仅
剩精河县的基普克山区和天山一号冰川。

野生动物不会说话，我们要为它们争
取最后的生存空间。伊犁鼠兔不喝水，只
吃一些很“名贵”的植物，像雪莲、红景天、
青兰之类，它吃得比我们谁都高级。其实
我们研究伊犁鼠兔这么多年，几乎找不到
它，只能从观测点上通过它的粪便和尿迹、
足迹，还有它储存的草来寻找。伊犁鼠兔
以标记粪便和尿液进行通讯，对它的同性
说，这是我的领地，你不要来，而对异性说，
我在这里，你来找我吧。也像是在跟我们
说，我还在。这种通讯方式在小型哺乳动
物里面很少见。伊犁鼠兔是独行侠，我们
研究了40年，从来没有见过两只在一起。
后来我调到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做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工作地点在
天山顶峰，海拔三四千米，像我这个年龄，
不知道还能再爬上去几年。希望有更多的
年轻人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做下去。

在尼勒克县天山主峰

与伊犁鼠兔不期而遇

记者：很多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从小就

喜欢动物，所以才一路走来，但您的路似乎与众不

同，您是医生，怎么想到保护鼠兔了？

李维东：1983年 7月，我带队进天山腹地考
察。那时我还是医务工作者，从事国家甲类1号
传染病鼠疫的防治工作。由于要采标本、消灭疫
源动物和野外安全的需要，我们是卫生系统唯一
配枪的野外工作队，每人都有持枪证，个个都是神
枪手。多年的鼠防工作让我欠下了太多的“血
债”，是伊犁鼠兔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一个医
生和猎手成为野生动物卫士。后来又参与到罗布
泊野骆驼、阿尔金山藏羚羊、卡拉麦里蒙古野驴的
生物多样保护工作中。

记者：第一次见到鼠兔是什么时候，之前没有

人遇到过吗？

李维东：机缘巧合，我在尼勒克县海拔3200
米高的天山主峰上与伊犁鼠兔不期而遇。我熟悉
这里的山山水水和每一种动物，当时我就被这机
灵漂亮的小动物惊呆了。出于职业本能，我采集
了一号标本。当地牧民谁也没见过它，通过检索
表和标本比对，发现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认识的
物种。后来通过中科院动物所马勇先生查了他们
标本馆的所有标本和国内外文献，也没有结果。
一个标本无法排除个体变异，动物学界不会承认
其身份，所以我们开启了寻找神秘动物之旅。

记者：鼠兔那么可爱却没人见过，它们的生存

环境一定非常恶劣，对考察者也是一种考验吧？

李维东：一次次上天山主峰考察，甚至是在大

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冬季，有时候摔得头破血流。
终于在1985年8月14日，我们在东侧20公里处又
采集到了两只标本。返回途中我们在云雾笼罩的
山上迷了路，三个人冒着风雪在石堆里熬了一夜。

记者：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某个物种在这个世

界上消失，能够发现新物种肯定特别激动人心，怎

么向世界宣告这个发现呢？

李维东：那年我们带着标本和材料，平生第一
次来到北京，去完成这项令世人瞩目的大事。一
个新物种诞生了——1986年我与马勇先生将其命
名为“伊犁鼠兔”（拉丁学名：Ochotona iliensis），
从此，世界动物史册上多了一个中国人命名的新
物种。伊犁鼠兔是中国特有物种。

伊犁鼠兔不是鼠

而是兔形目动物

记者：说了半天，鼠兔到底是鼠还是兔？

李维东：从啮齿目和兔形目动物的分类特征
来讲，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兔类的门齿后多了两
颗小门齿，也没有外尾，完全看不见尾巴，从尾巴
上很容易与老鼠区分开。另外，鼠兔的粪便
很特别，与鼠粪不同，是花椒粒大小的椭
圆形粪便。所以伊犁鼠兔不是鼠，是
兔形目动物。

记者：从头骨到尾巴再到粪

便，我知道鼠兔与鼠类的区别了。

李维东：别小看这些“便便”，
它的价值无限！通过粪便可以确
定物种，可以了解动物的食性，还
可通过粪便分子生物学做遗传学研
究，通过脱落细胞来提取DNA，可以

无损伤研究珍稀濒危保护动物。鼠兔的
粪便还可以入药，叫草灵脂。多少年来，我一

遍遍走过天山南北，尽全力当好鼠兔“铲屎官”，因
为伊犁鼠兔一直通过粪便与我们沟通，通过粪便、
足迹和贮存食物来告诉我们它还生活在这里。

记者：我对高原鼠兔很熟悉，伊犁鼠兔和高原

鼠兔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同一物种吗？

李维东：生态生物学特征完全不一样。伊犁
鼠兔不仅体型、耳朵和后足的长度是该属中最大
的，而且额头和颈侧有三块漂亮的锈棕色斑。

记者：前几天拍到的那只伊犁鼠兔和您2014

年拍到的那只非常像，甚至连出现地点都一样，它

们是同一只伊犁鼠兔吗？

李维东：伊犁鼠兔的寿命只有3—5年，时隔8
年，也许是我拍摄的那只伊犁鼠兔的儿孙吧。这
也说明精河县伊犁鼠兔的家族有后代在继续繁
衍，这是多么好的事啊，说明我们的保护工作也有
了意义！

记者：7月24日是伊犁鼠兔物种日，目前我们

所知的这个物种还有多少只呢？

李维东：通过我们近40年的定位监测研究，
发现伊犁鼠兔的种群数量已经从当初的近3000
只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000只，比大熊猫还要少，
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灭绝，已接近极度濒危状
态。2005年作为濒危物种，被列入《中国濒危物
种红皮书》中，2008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21年被列为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记者：被发现20年后，伊犁鼠兔的数量越来

越少，这是个悲剧吧？

李维东：2002年，我们历时3个多月，调查了
过去有伊犁鼠兔的6个定位观测区的14个观测

点。结果是非常可悲的，不仅没有发现鼠兔个体，
连以往随处可见的鼠兔陈旧粪便也没找到，只见
到了鼠兔早年在洞穴岩石上留下的黄色尿迹，说
明伊犁鼠兔在这些地方已经灭绝了，其他几个区
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伊犁鼠兔成为濒危物种

保护冰川势在必行

记者：如果不是人为的，那么究竟是天敌太

多，还是自然环境不适合生存了？

李维东：我们每隔4年就要做一次全面大调
查，通过长期持续的监测来了解伊犁鼠兔的生存
状况、种群变化及消亡。现在大部分区域的伊犁
鼠兔已经消失，仅存于精河县伊犁鼠兔保护地和
天山一号冰川保护区域内。说明了气候变化和栖
息地高度片段化对这个濒危物种的致命影响。

记者：今年夏天很多地方持续高温，肯定对这

些野生动物也有影响。

李维东：通过红外相机，当我们再次看到伊犁
鼠兔，同时也看到了天山生物多样性的丰富，与伊
犁鼠兔一同生活着许多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物
种，有雪豹、北山羊、雪鸡、棕熊、石貂、白鼬、赤狐
和各类猛禽。许多物种是伊犁鼠兔的天敌，可怜
的鼠兔是食物链的底层动物，随时可能被吃掉，但
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天敌，而是全球气候变暖。

记者：为什么说环境对伊犁鼠兔的影响更大？

李维东：我在同一个地方相隔25年拍了两张
照片。第一张是1988年，我们调查研究伊犁鼠兔
分布区的时候来到天山一号冰川，那是一大片冰
川；25年之后我站在原地拍第二张照片，冰川已
经融化大半。虽然伊犁鼠兔发现较晚，但这是一
个古老的残留物种，第四纪冰期后，鼠兔耐高寒，
随着气候变暖，它只能向天山的高处退。目前仅
存在中国境内天山2800—4100米的高海拔区域，
分布在各山头的悬崖峭壁上，环境的改变给它带
来了生存危机。

记者：有些动物为了适应环境自身开始进化，

看样子伊犁鼠兔宁死不屈，我们是不是只能维护

好冰川？

李维东：山地冰川和湖泊是气候变化的指示
器，鼠兔被称为气候变化的晴雨表。我们用伊犁
鼠兔的种群变化来判断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进而来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如果
伊犁鼠兔没了，意味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没了。

记者：冰川是伊犁鼠兔生存的保障，我们想让

这个物种存活下去，就要保护赖以生存的大自然。

李维东：冰川不仅是人口的水源，也是伊犁鼠
兔的最后栖息地。如果冰川继续融化，伊犁鼠兔
种群还会加快消亡的速度，因为伊犁鼠兔的命运
与天山冰川的命运同在，冰川的消亡，也意味着伊
犁鼠兔的灭绝。

记者：伊犁鼠兔再次现身成了最近的新闻热

点，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预兆？

李维东：为了伊犁鼠兔的保护和研究，我已付
出大半生的时光，甚至为了一组科学数据付出过
血的代价。如今，伊犁鼠兔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我们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伊犁
鼠兔的命运仍令人担忧，它是否还能与到冰川共
存？一旦伊犁鼠兔消失，就意味着作为固态水库
的冰川也消失了，我们的母亲河会干涸，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又何去何从？我很欣慰，终于又看到了
伊犁鼠兔的身影，说明我们的环境保护有了成效，
它值得再上一次“热搜”。

李维东自述

愿和伊犁鼠兔顶峰相见
更希望年轻人接棒守护

李维东
新疆生态学会副秘书

长，李维东自然生态保护服
务工作室创始人，IUCN/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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