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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馬鹿，又稱為「馬鹿西藏亞
種」，是中國的國家二級保護動

物，受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保護。此前，國際上一度認為西
藏馬鹿已經滅絕，而現在，西藏類烏齊
馬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野生馬鹿8,000
餘隻，較2005年增長了60%。
如今年逾六旬的藏族老人向秋拉姆，
守護西藏馬鹿已四十多年。「嘖兒，嘖
兒，嘖兒……」呼喚起馬鹿，老人的聲
音綿遠而悠長。初冬，那德塘山腳下淺
草蒼黃。數十隻馬鹿揚蹄而來，圍在向

秋拉姆的身邊。

待鹿若兒 同寢同食
1975年，向秋拉姆還是一名少女時，便

開始照顧與鹿群走失的小馬鹿。家裡並不
富裕，但是向秋拉姆從自己的口糧中「擠
出」食物飼養小馬鹿，餵牛奶、糌粑。怕
小馬鹿晚上受涼，向秋拉姆便抱着小馬鹿
入睡。小馬鹿順利過冬後，向秋拉姆將其
放生。翌年冬天，小馬鹿帶着馬鹿群又找
到向秋拉姆；年復一年，「馬鹿媽媽」的
「孩子」越來越多。

1993年，西藏成立類烏齊自然保護
區，核心區域以向秋拉姆家的牧場為中
心規劃建立。2005年，該保護區升級為
類烏齊馬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總面積
達1,206平方公里。
「對馬鹿的保護，是愛上了。」向秋拉姆

去年已經退休，因「每天都在想馬鹿」，便
回到保護區繼續工作。老人長年勞作，右手
的大拇指和食指已經彎曲變形，裹着厚厚的
老繭，可保護區內的馬鹿都很享受老人的撫
摸，一個勁用腦袋往老人身上蹭。
「我曾經也想去城市發展，但是媽媽

的執着感動了我。」白瑪次旺希望像媽
媽一樣把馬鹿照顧好。「馬鹿媽媽」的
丈夫扎嘎次旺，兒子白瑪次旺和仁青次
培都是保護區的管理員。
現在，「馬鹿媽媽」不僅只是向秋拉

姆的「代號」，更是周邊農牧民的共同
稱號。近些年，西藏125種國家重點保護
野生動物、39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
均得到較好保護。截至2014年，藏羚羊
增至20萬隻，野犛牛增至2萬餘頭，黑
頸鶴增至8,000餘隻，滇金絲猴的數量擴
大至700多隻。

藏族媽媽逾四十載護
自家牧場成保護區核心自家牧場成保護區核心

馬鹿

日前，網友@長春西門大官人發佈微博稱，「一個外
地網友收到了一個來自長春的網絡漂流瓶，可惜沒有太
多的信息聯繫不上他。」微博下方附帶3張聊天記錄截
屏，內容顯示，一位吉林長春的大學畢業生身負20萬
元人民幣貸款無力償還，意欲輕生。撿到這個瓶子的網
友不斷開導他，最終挽回一命。
信息發出後，不少網友都在關注此事，紛紛希望找到

這個長春青年。同時，也有網友懷疑事件的真實性，一
個想要自殺的人會發漂流瓶嗎？12月2日，「自殺事
件」終於有了結果，事情還需要從11月29日那天說
起……
11月29日下午5點左右，20多歲的女孩夏目（網

名）在使用微信「漂流瓶」功能時，竟發現一封來自長
春的自殺前的遺言，信中寫到：「20萬塊錢，我不是
人，我沒臉活着，對不起爸媽，對不起爸媽，爸媽我愛
你們，我打算自殺了。」
受驚的夏目，雖疑是騙局，仍不忘留言勸告。「雖
然想過可能是假的，但萬一是真的呢。那就是一條人
命啊！」得知對方信中所說屬實後，夏目以自己的打
工故事鼓舞該青年，對方回覆：「今天總會有個結
果，希望我能活着。感謝你，陪我這將死之人浪費時
間，感謝。」夏目心中一緊，不斷勸說：「你怎麼不
聽呢？你可以給我發一下你的位置嗎？我真為你父母
可憐。還在嗎？」
交流半小時後，對方不再回覆，夏目便求助長春網
友，但仍久無音訊。兩天後，接近凌晨12點的時候，
夏目收到一條微信，「你好，我沒掛，謝謝。」對方表
明自己願承擔債款，不再輕生。 ■《新文化報》

女孩撿微信「遺書」
苦勸欠債男棄輕生

早前，四川眉山市內發現一隻
病重野生大熊貓，成都大熊貓繁育
研究基地（以下簡稱「基地」）工
作人員獲報後及時到場搶救。但由
於該熊貓病重體弱，至今仍未脫離
生命危險，救護小組將繼續全力搶
救該熊貓。
據了解，11月30日，基地得知
眉山市洪雅縣瓦屋山鎮長河村發
現一隻病重大熊貓，隨後緊急趕
往洪雅縣。到場發現需救治的大
熊貓倦臥於長河村村支書家屋後
一處平台下，蜷縮不動，背毛粗
亂無光澤，對燈光和周圍人員均
無反應，當聽到人群大聲說話並
靠近時，才會抬頭觀察周圍情
況。
鑒於該大熊貓處於病危狀態，

需要實施緊急救治，但場地陡峭
（坡度近垂直）不便於就地救護，
須將大熊貓轉移至安全的地方進行
救治。11月30日23點44分，救護
小組對大熊貓實施麻醉；12月1日
零時10分，大熊貓被安全轉移到
村支書家裡；零時15分，救護小
組對大熊貓進行了初步檢查。

體徵極微弱 緊急救治中
經診斷，該大熊貓兩前掌殘

疾，第四第五肋骨胸骨端陳舊性骨
折，嚴重脫水，極度消瘦，無皮下

脂肪，心跳無力且節律不齊、腹圍增大，腸鳴
音微弱，體表有少量蜱蟲，生命體徵極其微
弱；不能立即長途運輸。為確保大熊貓的安
全，救護小組決定馬上對該大熊貓進行緊急救
治，在其生命體徵初步穩定後，立即將該大熊
貓運送到基地羅家溝救護中心進行救治。
四天過去了，該大熊貓仍未脫離生命危險，
基地救護小組仍在全力搶救。 ■中新網

昨日，平遙古城申遺成功20周年紀
念儀式在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舉行。來
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世界遺產、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方面的專家學
者、世界文化遺產地代表等數百人齊聚
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於

1997年整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將之視為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
化、藝術和宗教發展的實物標本，平
遙古城也成為中國僅有的以整座古城

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兩座古
城之一，被譽為「中國現存最完整的
古代縣城」。
「數十年來，中國對那些獨一無二

的多種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給予了很高重
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
遺產與培訓中心代表西蒙尼·里卡在當
日的致辭中說，「平遙古城在高端文物
保護的定義和管理標準方面始終起着重
要作用，並成為中國和世界各國文物保
護管理方面的典範。」 ■中新社

12月3日是世界殘疾人日，聾啞
孕婦分娩過程中的困苦受到關
注。在上海，一名「90後」助產
士張鑫為此做了一個暖心的舉
動：手繪了一套漫畫，對分娩各
個環節進行指導提醒，幫助這部
分特殊的孕婦更好地與醫護人員
開展交流，減輕分娩時的痛苦。
張鑫就職於上海市第一婦嬰保

健院（以下簡稱「一婦嬰」）西
院，從業3年多，雖然沒有親身幫
聾啞孕婦接生，但受諸多同事的
經歷和啟發，她想到通過繪畫的

形式去描述分娩時的階
段性概念。
該院院長萬小平表

示，聾啞孕婦由於聽不
清醫生和護士的聲音和
指示，較一般的孕婦，
心理上會更加焦慮；進
入產房後，分娩前的時
間可能長達十多個甚至
幾十個小時，她們跟醫
護人員沒有辦法進行很
好的交流。張鑫表示，希望該畫
能便於讓聾啞孕婦理解和配合分

娩，並能給家屬普及產前準備知
識。 ■澎湃新聞

「90後」助產士繪漫畫 助聾啞孕婦分娩

■■生動巧妙的手繪漫畫生動巧妙的手繪漫畫，，展現了助產士的人展現了助產士的人
文關懷文關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陪伴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是最長情的告白。」。」西藏類西藏類

烏齊馬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烏齊馬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

護員白瑪次旺年僅護員白瑪次旺年僅1919歲歲，，他以此形容他以此形容

母親向秋拉姆對西藏馬鹿的情感母親向秋拉姆對西藏馬鹿的情感。。該保該保

護區的核心區域就是以向秋拉姆家的牧護區的核心區域就是以向秋拉姆家的牧

場為中心建立並升級而成的場為中心建立並升級而成的。。■■中新網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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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3030日下午日下午，，野生大熊貓初現野生大熊貓初現
於四川一村民家豬圈外牆下於四川一村民家豬圈外牆下。。中新社中新社

中外專家雲集平遙古城中外專家雲集平遙古城 關注世界文保關注世界文保「「樣本樣本」」

■■某年冬某年冬
雪過後雪過後，，
平遙古城銀裝平遙古城銀裝
素裹素裹，，莊嚴靜莊嚴靜
謐謐。。 新華社新華社

■■向秋拉姆細心呵護數代馬鹿的向秋拉姆細心呵護數代馬鹿的
故事故事，，已成當地佳話已成當地佳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西藏馬鹿西藏馬鹿。。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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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香港早晨及交通消息
8:10 香港早晨
9:00 交易現場
9:30 深港滬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金牙大狀
10:30 孤芳不自賞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張保仔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20 時事通識及瞬間看地球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難兄難弟
3:45 Smile光之美少女及交易現場
4:15 星光樂園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忍者小靈精
5:50 財經新聞
6:00 鏗鏘集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那年花開月正圓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誇世代
9:30 溏心風暴3
10:30 Do姐再Shopping及環球新聞

檔案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壹號皇庭V
1:00 皆大歡喜
1:35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張保仔
4:30 現代塵世美

6:00 金融概要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GTN環球瞭望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湯馬仕小火車(XXI)
4:25 毛毛兔(II)
4:30 小腳板球隊(II)
5:00 文物守護隊(II
5:30 深海探險隊
6:00 財經消息
6:05 新晉廚神遊歐洲
6:30 港生活．港享受
6:55 笑笑小電影(XXVI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明珠檔案
8:30 星級餐廳
9:30 話說當年
9:35 極地涉水王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枕邊大話王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12:05 未來報告
1:00 葛咸城(II)
1:55 入廚易
2:00 極地涉水王
2:55 星級餐廳
3:50 明珠檔案
4:20 新晉廚神遊歐洲
4:4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好醫生
7:00 有愛一家人
8:00 香港可以這樣玩 鐵路篇
8:30 激Fun新西蘭
9:00 背遊中亞
9:30 滋味行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堅持信念跑更遠
11:35 兄弟幫
12:00 漂亮的李慧珍
1:00 世界我最大
2:00 好醫生
3:00 有愛一家人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年輕人讚起來
5:05 激Fun新西蘭
5:35 安樂蝸
6:05 世界第一等
7:00 漂亮的李慧珍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堅持信念跑更遠
8:35 台灣第一等
9:30 搵食飯團
10:05 無心法師II
11:05 師任堂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早着先機
1:45 搵食飯團
2:20 搜搜首爾
2:35 師任堂
3:30 年輕人讚起來
4:30 激Fun新西蘭
5:00 安樂蝸
5:30 火影忍者疾風傳

06:30 時事摘錄
07:00 香港故事-快樂香港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手語隨想曲5
09:30 醫護人生
10:00 也文也武
10:30 我家在香港II
11:00 零距離科學3
12:00 裁決．法門
13:10 精靈一點
14:00 左右紅藍綠
14:05 文藝港台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首席執行官與你面對面
17:00 樂壇新秀2017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天人合一
17:55 警訊
18:00 生存之道
18:30 大頭妹與乜東東
18:37 小耳朵米米
18:45 小船Sydney
19:00 新聞簡報
19:15 Harry哥哥好鄰居II
19:30 小農夫 大作物2017
20:00 鏗鏘集
20:30 自在8點半
21:30 學校改造工程
22:30 新聞天地
23:00 鏗鏘集
23:30 五夜講場-文學放得開
00:30 學校改造工程

06:00 朝聞天下
08:36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9:23 飛哥戰隊-40-42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4 我的父親母親-19-22
16:46 第五批中國夢歌曲

(30首)-好兒郎
16:55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7 索瑪花開-30-31
21:59 晚間新聞
22:42 憲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

量-CCTV2017年度法治
人物頒獎禮

00:26 中華民族
01:01 生活提示
01:09 人口
01:31 晚間新聞
02:03 動物世界
02:50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上海

景點
02:59 憲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

量-CCTV2017年度法治
人物頒獎禮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7:00 鳳凰早班車
09:00 文化大觀園
09:30 笑逐言開
10:15 龍行天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風雲對話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像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資訊快遞
13:35 名人面對面
14:00 文化大觀園
14:25 領航者
15:00 資訊快遞
15:30 生命密碼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時事亮亮點
19:55 設計家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今日看世界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香港新視點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世紀大講堂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今日看世界
04:00 名言啟示錄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香港新視點
05:55 紀錄．大時代

6:00 創富早餐
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時尚旅遊
1:00 開市埋位
2:00 交易所直播室
2:45 外匯先機
3:00 財經即時睇
3:30 商品有價
4:00 交易所直播室
5:00 大行報告
5:30 飛天小松鼠
6:00 飛天小女警Z
6:30 迷失水世界
7:00 甄嬛傳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瀛遊全世界
8:25 奇妙一分鐘
8:30 1% 的可能性
9:25 娛樂即日鮮
9:30 秘密森林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25 奇妙一分鐘
11:30 娛樂新聞
12:00 舞吧！韓日住囉囉
12:30 1%的可能性
1:30 秘密森林
2:30 喜出望外
3:00 瀛遊全世界
3:30 那些年．娛樂巴巴閉
4:00 舞吧！韓日住囉囉
4:30 迷失水世界
5:00 娛樂新聞
5:30 甄嬛傳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繁星四月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30 風行全中國
13:00 智富通
13:30 鄰家律師趙德浩
15:00 智富通
16:00 凱特與米米兔1
16:30 機器戰士TOBOT
17:00 怪盜小丑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及新聞智庫
18:30 警訊
19:00 繁星四月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打架吧鬼神
21:55 Line Offline
22:00 Baby Rider
22:30 雙商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扮靚錦囊
23:30 晚吹-有病有真相
00:00 深宵新聞
00:30 音樂密密報
00:35 恐怖醫學
01:30 打架吧鬼神
03:00 晚吹-有病有真相
03:30 鄰家律師趙德浩
05:00 繁星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