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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中国维和女警和志虹在海地执行联合国
维和任务时不幸殉职，留下年仅4岁的幼子和年逾花
甲的父母。她曾经写道：“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
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
愿。”这是她生前的愿望，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摘自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
时的演讲（2015年9月28日）

背景资料：
和志虹：女，纳西族，1975 年 3 月出生于云南丽江，毕

业于云南师范大学，烈士，1998年 7月入伍，1996年 12月入
党，原任昆明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教导员，中国驻海地
维和警察防暴队联络官，武警少校警衔。

海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时53分 （北京时间13日5时
53分） 发生里氏7.0级地震，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
楼坍塌，中国8名维和人员被埋。地震发生时，公安部赴海地
维和工作组成员与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一行8人正在联合国驻
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的四层 （平街一楼） 与联合国秘书
长海地问题特别代表商谈维和工作。海地时间 16 日 11 时 58
分，第五具中方失踪人员遗体被找到，根据胸牌确认为中国
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和志虹。

中国维和警察：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初，中国政府向联合国
任务区派出的是军事观察员。随后应联合国的请求派遣了工
兵、医疗、运输等成建制部队。2000 年初，中国
维和警察第一次走出国门，赴东帝汶执行维和任
务。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 2017 年 3 月透
露，自 2000年以来，公安部共向联合国海地、利
比里亚、苏丹等9个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派遣维和
警察 2609 人次，目前，仍有 161 名维和警察在联
合国总部和利比里亚、南苏丹、塞浦路斯、阿富
汗等4个任务区执行任务。

人鹤情 三代缘
——黑龙江一家人与丹顶鹤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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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少华徐卓在野外观察丹顶鹤

徐秀娟在喂养雏鹤

徐建峰呵护群鹤

徐铁林和妻子黄瑶珍

（本版照片均由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她爱看鸟儿飞翔。
她的生命止步于23岁。
27年后，她弟弟也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他们的离去，同为保护一种动物——
丹顶鹤。这是一种美丽的动物。
而今，她“90后”的侄女、弟弟的女儿，接

过他们的担子。
她叫徐秀娟。一个让人落泪的名字。
30年前，她一脚滑进河里，再也没上来。她

是想去救护走失的白天鹅。
上世纪90年代，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一个

真实的故事》，讲述的是“丹顶鹤女孩”徐秀娟护
鹤牺牲的故事：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
经来过/走过那片芦苇/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
留下一首歌/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泪/为何阵阵风儿
轻声诉说……”

她弟弟叫徐建峰。
如今徐建峰的女儿徐卓，这个同样漂亮的女

孩，依然坚守在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呵护着
丹顶鹤的未来。

这个保护区，位于齐齐哈尔市东南 30 公里
处，是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这里，21万公
顷的保护区内栖息着众多水禽鸟类，美丽的丹顶
鹤便在这里繁衍生息。

一切始于41年前

一切始于1976年。
那年，扎龙自然保护区筹建，徐铁林被调来

参与养鹤护鹤工作。彼时他39岁，正当壮年。自
此，徐家与丹顶鹤结缘。

今年 79 岁的徐铁林，是我国第一代养鹤人。
他是徐秀娟的父亲。第一次接触丹顶鹤，女儿秀
娟才12岁。

徐铁林时常把需要照料的小鹤带回家，让妻
儿帮忙喂养。徐铁林的女儿徐秀娟天性聪明，很
快便熟悉了鹤的生活习性，在帮忙喂养的过程中
慢慢地爱上了丹顶鹤。

1982 年，因学校停办，年仅 18 岁的徐秀娟
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她开始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工
作。进入鹤场第三天起，她便能独立圈养小鹤，
识别鹤的编号，记住每只鹤的出生年月。

这是一种神奇的缘分。在徐秀娟的精心照料
下，她饲养的幼鹤成活率高达100%，创造了中国
养鹤的奇迹。

1986 年 5 月，徐秀娟被邀请到刚筹建的江苏
省盐城滩涂珍禽自然保护区创业。面对艰难的
环境，徐秀娟带着 3 枚鹤蛋毅然南下，从几千
公里之外的内蒙古辗转 3 天 3 夜到达尚未通火车
的盐城。在缺乏先进装备的情况下，徐秀娟依
靠一个人造革包、一个暖水袋、半斤脱脂棉、
一个体温计，一路小心翼翼地将 3 枚鹤蛋带到
盐城。

在盐城一个废弃的军用小岗楼里，她克服重
重困难，运用自身丰富的养鹤经验成功孵化了 3
枚鹤蛋。83 天后，经她孵化的 3 只雏鹤展翅飞翔
在盐城的蓝天上。

1987年 9月 16日，徐秀娟为追寻一只白天鹅
滑入保护区的一条小河，献出了生命。江苏盐城
自然保护区从此再也不见那位工作认真、与丹顶
鹤同吃同住的姑娘。

这位中国环境保护战线第一位因公殉职的烈
士，从此长眠在江苏盐城。

一转眼，30年过去了。
越冬的丹顶鹤，自蓝天轻轻飞过。风儿轻声

为她诉说，白云也悄悄为她落泪。

第二次眼泪

姐姐去世了。
弟弟泪如雨下。
姐姐是他心中的英雄。他没有后退。1996

年，徐建峰毅然从齐齐哈尔市建华厂，调入扎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当起了护鹤人，像父
亲和姐姐一样。

一干便是18年。是的，18年。他本可以多干
很多年的。

“单位再小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家里再大的
事儿，都是小事儿。”这是和徐建峰搭班子一起工
作的鹤类驯养繁育中心主任郭立业对他的评价。

在丹顶鹤的繁育期，他十天半月回不了一次
家。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带领同事徒步穿行
扎龙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地
带，用GPS定位丹顶鹤的巢区。

在湿地中跋涉十分劳累和艰苦，有数不尽的
蚊虫叮咬，夏天酷热难耐，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
险，但徐建峰丝毫不退缩，常年坚守在第一线。

负责丹顶鹤的繁育和野外救护是徐建峰在扎
龙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每年的4至6月是鹤卵
的孵化期，他心中惦念的总是鹤巢、鹤卵的安全。

多年养鹤护鹤的经验让徐建峰对丹顶鹤的生
活习性了如指掌，他能准确地定位湿地腹地内散
养鹤巢的具体位置，对丹顶鹤的产卵数量，甚至
到每个卵的破壳时间都能算得八九不离十。

在他带领下，自2008年以来，丹顶鹤繁育和
育雏成活率创建区以来最高，育雏成活率达 90%
以上，逐年呈上升趋势。

18年来，徐建峰不辞劳苦地工作，为野化丹
顶鹤建立稳定的散养繁殖基础、为丹顶鹤种群壮
大做出突出贡献。爱鹤如命是同事对徐建峰的由
衷赞赏。

像以往一样，2014年 4月 18日早上，徐建峰
趟水约2公里，进入扎龙湿地腹地。

他想观察散养丹顶鹤的繁育情况。
当天中午，他发现一只散养丹顶鹤的鹤雏和

一枚鹤卵。为了确保鹤雏的成活，他在湿地里工
作了 1 天。次日上午，不放心鹤雏和鹤卵的他，
再次回到湿地看护。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就在返程途中，由于连
日疲劳，致使摩托车失控掉入路基下的水沟内，
徐建峰因公殉职。

“建峰是因为守护小鹤过度疲劳才牺牲的，进
入扎龙工作以来，他不怕累，肯吃苦，是我们所
有扎龙自然保护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回忆起徐
建峰，管理局局长杨文波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动情
地说道。

“俺是土生土长的扎龙人，从小就生长在湿
地，丹顶鹤一直是咱最亲密的邻居。为了鹤，我
的女儿和儿子先后献出了生命，他们是为了自己
喜爱的事业而牺牲的。”父亲徐铁林说。

三代人的接力

1993年2月，徐建峰的女儿徐卓出生。
她是听着歌曲 《一个真实的故事》 长大的。

姑姑徐秀娟的事迹，影响了她父亲的一生，也指
引着她。

2012年，19岁的徐卓，考入了东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学习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她是父
亲的骄傲。

父亲徐建峰看着自己养育的小鹤，每年在南
北之间来回迁徙，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趁着年
轻，多出去闯闯”。徐卓也想过毕业后去江苏，在

那里从事园艺工作。
然而，这一切，都因父亲徐建峰的噩耗改变

了。
“最初接到父亲单位的通知，说他受伤了，我

和母亲没有太紧张，因为他以前下野外、做航拍
调研也经常受伤，后脚跟骨裂、缝针都是有过
的。”

令徐卓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受伤”竟然夺去
了父亲的生命。

事后，翻阅父亲的日记，她发现从1997年开
始，父亲每一天都记录了详细的养鹤历程。“这对
我有很大触动，当我将父亲的工作日记翻到最后
一页时，突然坚定了一个想法——要把父亲的工
作日记继续写下去。”

姑姑和父亲的牺牲，一家人的事业，让她产
生强烈的使命感。

毅然决然，她转专业到东北林业大学。
那个姑姑徐秀娟曾经就读的学校，开始学习

保护野生动物。继续家人用生命坚守的事业，这
是她纪念父亲和姑姑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徐卓在学校成绩优异，毕业时，曾以第六名
的成绩获得学校推免保送研究生的名额，但她毫
不犹豫地放弃了读研的机会。

“你再好好想想，这机会多难得。”野生动物
资源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玄凌劝过她。“我想尽快回
到扎龙，用实际行动守护丹顶鹤。”这位二十出头
的女孩，选择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回到家乡。

这是人生的抉择。像她的姑姑和父亲一样，
投入到保护丹顶鹤中。

有一次，一只小鹤意外撞到头，因为颅内出
血而昏迷不醒，并且大小便已经失禁。徐卓心疼
不已，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抱着这只小鹤，亲
抚着它，给它冰敷，为它输液治疗。此时的她，
不由得让人想到多年前的徐秀娟，她们是那么惊
人地相似。

那时，徐秀娟刚刚南下，小鹤不适应南方的
蚊虫，徐秀娟就把小鹤放在自己宿舍的蚊帐里精
心照顾。这两个美丽的女孩都不曾嫌弃过丹顶鹤
大小便会弄脏自己的衣服或者床铺，对于她们来
说，鹤就是她们的朋友，小鹤们的健康与病痛都
牵动着她们的喜乐与担忧。

徐卓小小的身影每天穿梭在高高的芦苇丛中
间，在她的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记录着丹顶鹤饲
养、繁育、防疫、救治的工作，还有栩栩如生的
丹顶鹤的手绘图。她延续着父亲的习惯，也用实
际行动续写了父亲的日记。

徐卓夏天的时候，得穿着厚重的工作服在草丛
间监测采样，周围蚊虫环绕；冬天的时候，得在寒风
里趟进还没有完全解冻的沼泽地进行鸟类调查……

“徐卓已投身到工作第一线，现在正值候鸟迁
徙季节，她每天都要在零下几度的室外工作，但
她没有叫苦叫累，工作热情非常饱满。”杨文波对
徐卓的工作大加赞赏。

处于如花年纪的她并不是一朵娇弱的花朵，
她比花朵坚韧，继承着一家三代护鹤人的意志，
践行着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

如今，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是丹
顶鹤的天堂。全世界目前野生丹顶鹤有2200只左
右，而扎龙保护区内野生丹顶鹤就有近300只。

“在第一代护鹤人徐铁林等的努力下，扎龙自
然保护区成功探索出人工繁育野化丹顶鹤的有效
途径和方法，建立 430 多只丹顶鹤人工繁育种
群，累计野化丹顶鹤 280 多只。除了丹顶鹤，还
有 260 多种珍禽自由自在地栖息繁衍在这片湿地
上。”杨文波说。

“徐家三代人为中国的丹顶鹤事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却从未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这种奉
献精神值得我们所有生态工作者学习。”杨文波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