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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的祁连山，耸立在中国西部，是

我国极其重要的冰川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

区，是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维持河西

走廊绿洲稳定、保障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

天然屏障。因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自然

生态系统和生物区系独特而典型，成为我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也是西北

地区重要的生物种质资源库和野生动物迁

徙的重要廊道。

逶迤的祁连山孕育了极其丰富的冰川

雪山、河流沼泽、湖泊湿地，冰川融水造

就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黄河的重要

支流大通河、湟水河，青海湖的母亲河布

哈河，河西走廊的母亲河疏勒河、石羊河、

托勒河等多条河流。这些河流逶迤漫散在

大地上，滋养着河湟谷底、河西走廊、内

蒙古西部、柴达木盆地以及祁连山下璀璨

的文明。冰川雪山、森林草原、丹霞丘陵、

沼泽湿地、绿洲沃野，一处处野性而张扬

的美景在祁连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大山的美丽需要呵护，大地的绿色需

要捍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驻守在

祁连山深处，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栉风沐雨、爬冰卧雪，默默与大山相伴，

守护着大山的宁静和美丽。

在常年累月的坚守中，他们早已和大

山融为一体：有大山一样的身姿，有大山

一样的性格，有大山一样的信念，有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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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驻守在这里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管护员

来说，浪漫早已被单调、寂寞、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巡护工作所替代。

张天文，从事管护员工作已经 16 年

了。初到一棵树管护站时，他还是一个年

轻的小伙子，那时管护站只有两个人。唯

一的娱乐方式就是打扑克牌，尽管两个人

打牌，对方牌路都清清楚楚，但是为了消

磨巡护以外的闲暇时光，彼此“装”得煞

有其事，“津津有味”地打着牌。

很快，两人就感到这种方式十分无趣，

邀附近的牧民一起来打牌。有一次，大雪

封山，正常的巡护已无法开展，两人呆在

管护站百无聊赖，大眼瞪着小眼。最后，

一样的胸怀。

一张画和两个星期的等待

一块五米见方的石头，上面生长着一

棵 3 米多高的松树，这是“一棵树管护站”

最明显的标志。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条

与世隔绝的山沟，正因为有了这块石头和

这棵树而得名。这分明是一个久远的凄美

爱情神话，穿越时空，凝固在现实的山沟里，

让人展开无穷遐想。

任何人在这里都会忍不住去构思一棵

树、一块石头的浪漫故事。但是，对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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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年轻的那名同事决定去找一个人来一

起打牌，于是他走了 8 公里去叫附近的一

名牧民小伙。但是，当他来到牧民的帐篷时，

帐篷里空无一人。不识字的他只好找了一

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人和一张扑克牌，

然后放在帐篷后，又走了 8 公里回到站上。

回来后，两人翘首盼了三天，也没见这个

小伙子来。之后过去了两个星期，才见到

这个牧民小伙，一问才知道，他到附近的

沟里去找牛，结果大雪封住了回来的路，

被困了两个星期。

青春与大山林海

几乎所有的管护员初进大山时，都难

以适应大山深处与世隔绝的、日复一日单

调寂寞的生活。曾有一名小伙，刚来时，

每天早早起来就在管护站附近来来回回地

走，以缓解心中的焦急。

在他们还没有卫星电话的时候，一进

山就与外界失去联系了，对外面什么情况

一概不知；站上发生什么，外面也是一概

不知。谁情绪低落了，谁肯定就是想家了。

谁想家了，又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播给别人，

就一个人悄悄爬到山上，对着连绵的大山

吼几声。

茫扎管护站的乔德才已经在这个岗位

干了 30 年，从原来二十几岁的小伙变成

了中年人，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大山

和林海。他说，寂寞是这个工作最大的敌人。

他们站上专职的管护员有 3 个人，除了他

还有李松奇、王鹏。大家在一起久了，该

说的话早已经说完了，一到夏天，牧民换

了地方放牧，山里除了他们几个管护员就

很少能见到人，几个人只有埋头各自干着

各自的工作。时间长了，大家有点沉默寡

言了，一旦出去，就与外面有点格格不入，

难以适应外面嘈杂的世界，就想找安静的

地方呆着。

不过让乔德才感到欣慰的是，这两年，

国家对生态的重视力度越来越大，他们的

条件也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

保护生态的队伍中。他知道，他们并不孤独，

看到自己的管护区内山清水秀，动物越来

越多，他感觉自己的工作是值得的。渐渐地，

再出山回家时，他在其他人面前越来越有

干了 30 年的管护员乔 德才

管护员张 天 文正与同伴讨论山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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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他们每个人一年在大山里走的路程是

1200~1800 公里，相当于从西宁步行到了

北京。6 个人的路程相加就是 7200~10800

公里。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这个岗位干了

一二十年。以一个十年工龄的管护员为例，

他十年当中走过了一两万公里的山路，整

个管理局 140 名管护员，十年当中他们走

过的路程加起来就是 200 多万公里！这相

当于绕地球走了 50 圈！

在外界认为祁连山很多很难进入的角

角落落里，却布满了管护员们的足迹。他

们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在平凡中创造出的伟

大，平凡得就像山里的石头或小草。

自豪感了，腰板也挺得越来越直了。

走过大山的春夏秋冬

一棵树管护站，位于青海省门源县境

内，紧挨甘肃，在祁连山大山深处，有 6

名专职管护员，他们每人每月有 28 天时

间在大山里巡护，每人每天要走四五公里

的山路，巡护终端显示，他们每人每月巡

护路程都在 100~150 公里。

这 组 看 似 简 单 的 数 字， 如 果 我 们

给它加上时间的累积，结果令人十分震

艰险的冬 季 巡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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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这样在大山深处走着，走过了一年年的春

夏秋冬，走过了一辈子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走出了祁

连山生态保护者特有的一种精神，守住了祁连山的财富

和美丽。

回家的路却很漫长

走，是每个管护员每天工作的常态；走，是每个

管护员的基本功，尽管他们走出的路程令人惊讶，但是，

他们回家的路却是那么的漫长……

一棵树管护站通往外界

没有正规的公路，通往山外

的 30 公里路，过去是靠步

行或者摩托车，如今修了一

条一辆车勉强通行的便道，

但经常被水冲断。管护员回

家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其

中一条路离县城 120 公里，

但是一年中只有两个月时间

能通行，其他时间基本被大

雪封死；还有一条路离县城

220 公里，但是夏天经常被

水冲毁，没有几天是状态正

常的；另外一条路相对平坦

好走，但是需要从甘肃武威

绕行，离县城 350 公里，尽

管这么远，但是这却是冬天

他们回家常走的一条路。

不管走哪条路，从山里

走出去的 30 公里路都是十

分艰难的。其中有一段路他

们叫“鸡儿架”，有两种意思，

一个意思是，这条路就像鸡

架一样悬；另一个意思是，

过去这段路从早上走，直到

晚上鸡上架了才能到。还有

一段路被称为“阎王边子”，

沿途充满了泥石流、落石、

悬崖塌方等危险，走一次，

就要经历各种风险，命悬一

线。尽管现在管理局配备了

小型挖掘机、皮卡车，但是

路被冲毁、大雪封路依旧是

常有的事。

有一年，张天文从武威

绕行 350 公里回家，这次他

已经两个多月没回家了，回

家心切。可是，班车走到眼
管护员出山采购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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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离家还有 70 公里的宁缠山时，路断了。

他毫不犹豫地下车步行。他太想家了，那

一刻，回到温暖的家里的愿望十分强烈。

结果，这个汉子用了 6 个小时走完了

这 70 公里的路，这是一种超出人类步行

速度极限的奇迹！如果前方不是温暖的家，

如果不是这个汉子想家心切，一个正常的

人走不出这样的速度。这是一个平凡的管

护员为爱、为家、为信念，用自己的坚毅

创造的奇迹！

但是，当他跨进家门的那一刻，他累

倒了，在床上整整躺了 3 天……

陪伴，与野生动物共舞

太阳从山顶升起，暖暖地照在金洞沟

管护站的门前，李占云抓了一把大米，撒

在门前的空地上。很快，雪地上聚集了 20

多只蓝马鸡，它们在李占云的脚下欢快地

啄食着米粒。不远处，几只野兔直起身子，

向这里观望着，它们羡慕着蓝马鸡，亦步

亦趋地往李占云跟前蹭……

这是美丽和谐而真实的一幕，也是金

洞管护站至今都能看到的一幕。在常年的

巡护中，与野生动物相伴，是大自然馈赠

给管护员的一种特殊待遇，这样的待遇外

界的人无法享受。在寂寞难耐时，陪伴他

们的也正是这些灵动的野生动物。在巡护

过程中，他们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

物，白唇鹿、马鹿、麝等，当然，也有凶

猛的熊和狼。熊是管护员们深恶痛绝的家

伙，好多管护站都被熊袭击过。这个讨厌

的家伙，会砸破管护站的门窗，喝光油桶

里的油，撕毁米袋子和面袋子，偷走案板

上的肉，甚至将粪便拉在房子里。

“见到熊我们会远远躲开。见到其他

动物我们就用手机拍摄，发到朋友圈里，

别人很羡慕。”油葫芦管护站有几名像张

玉英一样的女管护员，对于天生爱美的女

性来说，每天享受着周围的美景，让她们

感觉很幸福、很满足、很自豪。

他们的冬天有九个月

祁连山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夏

季。夏天的祁连山非常美丽，留人留恋，

但是对于管护员来说，夏天却是那么短暂，

剩下的是漫长而忙碌的冬季。

管护员张 天 文正与同伴讨论山上的情况

女管护员张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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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九个月的冬季，对于刚刚加入管

护员队伍的大学生王珺来说，深有感触。

他所在的寺沟管护站位于门源仙米保护分

区，这里人口相对密集，冬季的防火压力

巨大。冬季山里的牧民需要生火取暖，到

了年关，大量的人进山烧纸祭祀，有些时

节，还有群众晚上 12 点以后要上山祭额博，

这就让所有的管护员必须始终紧绷着神经。

取暖期间管护员需要挨家挨户，一次次地

宣传教育，一遍遍隐患排查。人家烧纸祭祖，

管护员就得在旁边严防死守，唯恐有什么

火灾隐患。有人上山祭额博，他们也得跟

着爬到山顶，全程监控。“管区有 181 户

牧民，有 90 多个坟墓，其中 19 个额博基

本都在山顶上，这些点中的每一个点我们

都要跑到……”王珺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这

组数字，足见大山留给他的触动，也足见

这个瘦弱的管护员对工作的上心程度。

上大学时，他在合肥这样的大城市里，

工作了却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这样

的落差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适应。

2017 年 10 月 18 日，这个日子他难

以忘记。这天他到管护站报到。当时，眼

看眼前的路越走越窄，山越走越深，家越

来越远，王珺有点后悔选这样的工作。但是，

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就被管护站同事

们的热情所淹没。听说他是大学生，大家

特别高兴，有忙着给他煮肉的，有急于想

拉他到山里、牧民家看看的。

后来，他慢慢在山里走，发现这里景

好、人好，有着外界所没有的东西，他呼

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外面所没有的美

景，处在宁静的环境里，慢慢地，他开始

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喜欢上了大山。后来，

家里人也来看过他，发现他所在的地方非

常美，干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就都打消了

顾虑，鼓励他好好干下去。

那些在山顶找信号的日子

“回家得走 195 公里路，所以没有大

事一般两三个月才回一趟家……”说这些

话时，李占云平淡的口气里难以抑制对家

的渴望和对家人的愧疚。在与世隔绝的大

山里，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想家是

难以排解的苦闷，所以，所有过去没有通

讯信号的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有过上山找

信号的经历，如今，随着卫星电话的配备，

他们的通讯已经很方便了，但是这段经历

却令人难以忘记。

平常人难以想象，一面是内心当中波

涛汹涌的思念浪潮，一面是若有若无的通

讯信号，那一刻，这些管护员遭受着怎样

的心理煎熬啊！那一刻，哪怕是与家人有

断断续续的几句通话，得知家人一切平安。

哪怕是亲人只言片语的安慰，足以让我们

的管护员在山头泪如雨下。而那一刻，是

属于他们的私密时刻，苦也罢甜也罢，他

管护员队伍的大学生王珺在 巡 护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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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想在山顶迎风独享，任由泪水肆虐……

过去，茫扎管护站需要往外走 20 公

里才能找到通讯信号，一棵树需要跑到 30

公里外才能打电话，金洞沟只有爬上山，

在山头一个固定的地方才能断断续续通上

电话……所以，在局领导给他们配上卫星

电话的那一刻，他们欣喜若狂；那一刻，

他们感觉外界就在跟前，家人就在咫尺。

在采访的日子里，经常看到外面进到

山里的人，见到山里的美景大呼小叫，对

管护员们所在的环境羡慕得不得了。对此，

所有的管护员只淡淡说一句：“三天以后

就不兴奋了”。

在漫长的与大山相守的时光中，他们

形成了憨厚、朴实、话不多、略带羞涩的

性格，甚至他们自嘲自己有点“傻”，是

山里的“野人”。也许，他们的言行举止

和外面的世界差了半拍，也许在别人看来，

他们相对外面日新月异的生活来说严重落

伍了。

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面是寂静

的大山，一面是精彩的山外世界。长久以

来，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穿梭中，他们形成

了时而羞涩、沉默，时而坚毅、勇敢的性格。

不管拿哪一种性格示人，他们身上质朴、

真诚、坚韧的共同性格，总让人怦然心动。

山高人为峰，我们坚信，他们永远是祁连

山最靓丽的风景。

如果没有他们舍家离子的付出，大山

如何安宁？没有他们年复一年寂寞地坚守，

绿色如何依旧？没有他们日复一日的牺牲，

我们的家园如何安详和谐？当人们觥筹交

错、纸醉金迷的时候，是否能想到大山深

处的这些兄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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