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科学的角度，您怎样
评价可可西里的美？

格日力：可可西里风景十分壮
美，但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说，它
更是高原医学实验理想的“低压氧
舱”，是研究高原人体医学和动植
物生命科学的天然“实验室”。它
独特的环境给我们高原医学提供
了非常好的科研平台，这是世界上
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记者：在可可西里建立的高原
医学实验研究基地都取得哪些成
果？发挥了哪些作用？

格日力：2006年5月6日，我们
青海大学可可西里高原医学现场
实验研究基地在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不冻泉保护站正式成
立，这是我国海拔最高并有人长期

驻守的高原医学科研基地。基地
建立后，我们的学生都去那做实
验，开展动物、植物、高原人体的数
据采集、分析、实验和研究工作。
同时，基地也成了高原医学的人才
的“摇篮”，仅通过对藏羚羊的研究
就已培养 4 个博士、7 个硕士和 30
余名大学生。同时，基地也促进了
国际科技合作的开展。

记者：在可可西里开展科研工
作对高原医学及其他学科有什么
作用？

格日力：我们采用先进的科学
技术在可可西里对藏族群体、藏羚
羊都进行了基因研究，获得了一系
列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为破译慢性
高原病发病机制、改善高原人生存
状况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

时也对高原地区劳动能力的判断、
高原体育训练，以及优秀运动员的
筛选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可可西里开展科学研
究与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

格日力：在可可西里开展研
究，所要付出的艰辛常人难以承
受。为获得精确的实验数据与科
研资料，我曾带着学生，跟随登山
队员攀登海拔 6178 米的玉珠峰。
为采集不同海拔高度的血样，取得
第一手的珍贵数据，大家要克服超
出正常值的血压和强烈的高原反
应，我个人爬到了海拔5800米的数
据采集点，让学生先采集我的血
样。这种科学研究是十分艰苦的。

记者：有关藏羚羊的研究项目
取得了哪些进展？

格日力：藏羚羊为什么跑得
快，跳得高？它的身上有很多的秘
密。我们的任务就是揭晓这些秘
密。近些年我们先后开展了“藏羚
羊高原适应生物学机制的研究”

“藏羚羊基因组测序及对极端高原
环境的适应机制”研究，取得了系
列成果。比如“藏羚羊基因组测序
及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适应机制”研
究项目，我们绘制完成了世界首部
藏羚羊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研究发

现了藏羚羊低氧适应具有“遗传基
础”，填补了藏羚羊系统研究资料
不足的现状，为高原低氧适应机制
的研究和高原运动训练提供了科
学依据，对高原生物多样性研究、
保护、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高原人群健康、劳动力保护
和高原病防治具有指导意义。中
央电视台、青海电视台联合播出的
纪录片《大美青海》对此项研究做
了相关报道，加深了全国乃至国际
对青海的认识，进一步扩大了我省
与国内外的交流。

记者：在可可西里原住民研究
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格日力：我们在沱沱河地区对
藏族人的适应机制进行研究，同时
对蒙古人的适应机制也进行研究，
发现藏族人有一部分适应高原的
基因蒙古人也有，说明特殊的自然
环境可以改变人的基因，这也是全
世界没有发现的。这些研究为我
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藏族人适
应高原的两个新基因以及成功破
译世界首例蒙古人全基因组序列
图谱打下了基础，研究成果对于研
究人类对高海拔低氧环境适
应性具有里程碑意义。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处理
可可西里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格日力：可可西里的藏羚

羊现在保护的非常好，但如果光保
护，不应用，对整个生态也不太
好。现在藏羚羊和其他一些动物
大量繁殖，应该进行适当地控制。
我认为当地的旅游应该适当开放，
制定一些相对完善的管理措施，开
发与保护要紧密结合，因为保护的
目的就是为了开放。但是开放可
可西里这种特殊地区一定要注意
健康问题，可可西里海拔高，很容
易引起高原病，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等疾病的人是不能进去的。因
此进可可西里之前要对游客开展
健康教育，树立自我保护意识，要
让游客高高兴兴地来，开开心心地
回。

记者：今后还将在可可西里开
展哪些新的科研课题？

格日力：藏羚羊的毛非常细，
非常柔软。我有一个想法，能否通
过转基因技术把它运用到其他动
物身上（比如绵羊），改变其他动物
的皮毛品质，让普通羊变成“藏羚
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
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合作公关，希
望这一想法能够早日实现。

人物档案：格日力，蒙古族，博士，高原医学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致力于高原医
学研究，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创新争先奖”“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高原医学研究特殊贡献奖”“全球唯
一基础医学科学奖”等多项荣誉称号。2005年第一次到可可西
里，目前已先后10多次前往可可西里开展科研工作。

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

人物档案：连新明，博士，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动物
行为学及保护生物学。截至目前，他主持和参加了

“藏羚性别分离及雄性交配对策研究”“可可西里同
域分布藏羚和藏原羚生境选择和行为模式差异分
析”等十余个项目，发表文章40余篇。2002年10月
他第一次到可可西里，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年都会
前往可可西里开展科研工作。

记者：这些年去可可西里有哪
些感受？

连新明：每一次的感受都是兴
奋。2002 年10月第一次到可可西
里就看见了棕熊，很多巡山队员待
了好多年都没有见过棕熊，棕熊是
半冬眠动物，马上就要冬眠了，能
在10月份见到，感觉自己很幸运。
2003年7月我再去可可西里，头一
天还是艳阳高照，第二天就是大雪
纷飞，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夏季的雪
景。后来去的时候经常碰到藏野
驴跟我们的汽车赛跑，非要跟我们
比个高低不可。最让人兴奋的是
每一次科研工作取得新进展以及
可可西里申遗的成功。

记者：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凭借哪些优势？

连新明：可可西里壮美的景
色、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中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可以说自
然原真性、地
理独特性、生
物多样性、生
态 完 整 性 等
因素，让可可
西 里 成 功 列
入 世 界 自 然
遗产名录。

记者：申
遗成功近两年来，又有哪些新的发
现，基础研究有哪些进展？

连新明：藏羚羊除了交配季节
外的其他时间公母是分开的，夏季
迁徙的都是母藏羚羊，但最近几年
在夏季，我们在青藏公路沿线发
现，公藏羚羊非常多，有时有100多
只，同时我们还发现藏羚羊群到达
青藏公路沿线的时间提前了一个
月（5 月初就到达了），交配时间也
提前了（以前在元旦过后，现在在
圣诞节前后），提前了一周。这说
明保护工作见到了实效，生态环境
得到了改善，同时这些现象也跟可
可西里降水增多、暖湿化发展、卓
乃湖溃堤缩小、盐湖扩大向公路蔓
延等因素息息相关。

记者：申遗成功后对可可西里
未来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哪些新的

挑战？
连新明：国家大方针是保持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可可西
里要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没有人
为干扰，我们就不牵扯保护物种，
大自然的规律是物竞天择，优胜劣
汰。近些年可可西里变化很大，原
来只有一条青藏公路，现在有青藏
铁路，有国家电网高压电塔，马上
又要修青藏高速公路，藏羚羊的背
后是一片“钢铁森林”，每一项工程
的建设对藏羚羊都是有影响的，而
如果建设后当地植被得到了很好
的恢复，那么这种影响就会降低。

记者：在道路建设对藏羚羊的
影响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对即将
建设的青藏高速公路有什么建议？

连新明：我们主要是观察藏羚
羊的行为时间分配，它用多少比例
的时间来吃草，多少比例的时间来
休息，多少比例的时间来防御外界
的捕食风险，掌握这一点可以确定
不同类型的公路和铁路对当地的
野生动物的影响距离有多大。青
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在可可西里这
一段基本上是平行而行的，最短间
距只有 67 米，这 67 米的距离使藏
羚羊从铁路过来，一眼就能看到前
面的公路，就像我们人类刚穿过一
道墙，前面又出现了一堵墙一样，

心里是有压力的。青藏高速公路
现在开始规划了，我们建议不要修
在公路和铁路之间，如果修在两者
中间，藏羚羊的压力又就会增加。
我们建议，青藏高速公路与青藏公
路和铁路的距离至少保持5公里以
上。

记者：有关藏羚羊迁徙的科学
研究目前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连新明：经过国内外科学家多
年的共同努力，关于藏羚羊迁徙问
题有了一些基本共识：一是藏羚羊
的迁徙是季节性迁徙；二是迁徙往
返于产羔地（夏季）和越冬交配地
（冬季）之间，繁殖过程的两个重要
环节即交配和产羔发生在不同的
地域空间，即时空异域，这不同于
大多数鱼类洄游和候鸟的季节性
迁徙（交配、产卵及孵化在相同的
地域空间发生，即时空同域）；三是
一些越冬群迁徙数百千米才能到
达产羔地，而另一些越冬群却常年
在产羔地附近活动，没有长距离迁
徙，也就是说藏羚羊的迁徙只是部
分越冬群的迁徙，这与鱼类洄游、
候鸟迁徙以及非洲大草原上的动
物迁徙均有显著差别；四是藏羚羊
迁徙行为不是近代产物，而是长期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遗存。

记者：怎样处理可可西里开发

与保护的关系？
连新明：保护和开发利用应相

结合，绝对的保护是不现实的，一
是投入太大，二是导致被保护的物
种种群数量急剧扩增，这样会对生
态系统造成不稳定因素，就好比草
原上的鼠害，一味地灭鼠是不对
的，把老鼠灭光了，以老鼠为食的
这些动物怎么生存？生态系统有
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同样，映射
到野生动物保护身上，一味地保
护，野生动物数量增长得太快，对
于草场的破坏就会越来越大，尤其
是可可西里这个地方，草皮一旦破
坏，想恢复是很困难的。

记者：怎样在可可西里开展科
学探究活动？

连新明：现在前往可可西里的
人越来越多，可可西里海拔高，进
入腹地不现实，更多的人可以通过
青藏公路沿线设置的观景台来欣
赏可可西里的美景。这时科普宣
传就显得非常重要，应通过在观景
台周围做动植物标识和图谱，发放
小册子等方式，让游客了解可可西
里的动植物资源，提高游客的环保
意识。同时通过建设绿色驿站实
现垃圾不落地，减少垃圾产生，提
高卫生条件，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
环境。

高原医学天然的科研平台

本报记者 范旭光

本报记者 范旭光

——访青海大学高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格日力

——访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连新明

专家访谈 责编：丁娜

投稿邮箱：604590365@QQ.com2019年4月24日

B7美编：丁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