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金刚鹦鹉奇卡两年前被小
孩拔了羽毛用绳子在地上拖着
当“车 ”玩 ，鲜血淋漓地被送来 ，
至今腹部羽毛也无法长满

� � 在巴西阿马帕州 (Amapá)的
小镇桑坦那 (Santana)郊区，有着
一片在大开发中被保留下来的
亚马逊原始雨林， 称为 RPPN-
Revecom 保护区，面积 171 平方
公里。 在广袤的亚马逊地区，这
样的丛林本身并不算稀罕，然
而，今天它却是该州最重要的野
生动物保护区之一，只因为这里
的主人，一位德高望重而“离经
叛道” 的退休儿科医生———保
罗·阿莫林(Paulo Amorim)。

在巴西，医生是极高收入行
业， 他们往往选择住在大城市，
过着富裕而豪华的生活，但是保
罗却选择了来这个当地人一有
钱就搬走的亚马逊小镇，一呆就
是 14 年。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
场艰难的守望： 一片紧挨着城
市、 相当于一个城市大小的丛
林，一个不予资助的政府，一帮
盗猎野生动物出售获取毒资的
当地青年，一个亚马逊野生动物
贩卖的国际产业链，一群不爱护
自然的居民———和一个儿科医
生孤独而倔强的亚马逊之梦。

怪老头和他的“丛林医院”

卖了在里约热内卢的两个
农场和一套公寓，从 1998 年开
始， 保罗和妻子一直在这里守
护着这片丛林和里面的野生动
物。 周边的人都知道这个怪老
头和他的“私人丛林医院”，无
论是警察缴获了走私中的花豹
巨蟒， 还是当地人发现了院子
里受伤的野猪小鹿， 甚至是盗
猎者的亲人朋友心疼失去父母
后不知所措的小犰狳小貘，他
们都会把这些动物送到这里。
由于亚马逊丛林的“大开发”，
14 年前这片紧挨着城市的丛林
已经几乎没有大型野生动物
了。 今天，这里的丛林里却有着
1000 只以上的野生动物， 另外
还有 150 只左右的受伤动物正
在设施里接受治疗。

“我这里有两个主要功能，
一是照顾受到盗猎者伤害的野
生动物， 为它们提供照顾和栖
身之所； 二是为人们提供亲近
自然、接触动物的机会，培养人
们‘感受自然的心灵’。我相信，
在这里感受过自然和动物的美
妙， 了解过这里的动物们借我
们之口讲述的故事后， 你再从
我这里走出去， 你的心灵一定
因为某种震撼而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 ”保罗对于自己做的事情
充满了热爱。

“你知道吗？ 跟那些对亚马
逊充满憧憬的外国人不同，巴西
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是很喜欢亚
马逊，他们喜欢大城市，喜欢沙
滩，喜欢喝酒，喜欢派对。 有钱的
人尤其是律师、医生等都喜欢搬
到海边大城市。 就连我们的政府
也不在乎亚马逊，因而这里的研
究机构和保护组织都几乎得不
到政府的资金、技术支持。 ”在马
卡帕大学环境研究所工作的凯
特琳(Katherine)说，他们一直面对
着资金困乏的问题。

“在古时候人们是亲近自然
的，但是后来我们受到了物质文
明的诱惑， 喜欢上了枪、 酒、时
尚， 沉迷于像派对这样的东西，
失去了感受自然的能力。我们人
类现在总是以为自己是地球上
最重要的，却不知道，其实地球
没了人类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应该说，会更好。 ”保罗对亚
马逊的消逝心痛，对“大家只讲
不做”的里约峰会愤愤不平。

有什么比一名看不惯派对
的巴西人能更在这里离经叛道
呢？ 巴西可是派对之国。 而就是
这个离经叛道的医生，已经在这
里投入了 100 万巴西元，相当于
300 万元人民币。那是他的所有。

死者，残者，不能回归者

根据保罗介绍，由于地域广
大而监管不力，在整个亚马逊地
区存在着严重的盗猎现象，而这
里也并不例外。 吸毒成性的人们
为了获取毒资，常常进入森林里
捕捉野生动物出售，而国际上对
野生动物感兴趣的富有买家们，
则在那头已经张罗好了从生产
到零售的产业链。

“一条 20公分长的蟒蛇可以卖
500美元，一只花豹可以卖 2000美
元。 这里大部分的钱会到这个黑色
国际交易网的富有头目手中， 而这
些当地人就为了极少的收入残害这
片森林。唉，这里的野生动物太容易
抓了啊！ ”保罗痛心。

“你知道吗？ 最悲哀的是，

有时候那些当地人杀了这些野
生动物只是拿去卖肉。 为了多一
点点的毒资， 他们不择手段，更
不会考虑代价。 ”每当讲起保护
区里动物受难的故事，保罗就很
难过。

由于警察系统运转并不良
好甚至有时收受贿赂，能被送来
的动物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
它们往往已经受到了无法挽回
的伤害。 这些伤害，有的来自盗
猎者，有的来自普通的居民。

至今为止，保罗已经目睹了
500 只以上因为误食了塑料袋碎
片而死的动物，蛇，鸟类，乌龟，
诸如此类。 陈列室里，一只大乌
龟的壳和那截噎死它的 20 公分
长的塑料袋碎片已经蒙尘，但是
新的悲剧还在不断发生。

“人们不在乎！ 我们这里紧
挨着就是一个医院。 医院，医
生， 那里的人应该是受过高等
教育的啊，但是你看，他们的塑
料瓶塑料袋等垃圾都快丢到我
们这里来了！ ” 马努康 (Manu－
com)是保罗唯一的员工，他原
来在一个矿业公司工作， 十年
前转行来到这里。

有时明明晓得送来动物的
人知道盗猎者是谁，保罗也不能
生气和发怒，否则，谁还会再把
小动物们送来呢？

无路可退的自然

保护区里本来有一只水豚，
一年前被杀死了。

是的，盗猎者甚至闯入了这
片保护区，毕竟，这么多动物就
在这么近的地方！

只有三个人，完全无法看管
住这片城市般大小的丛林，尤其
是在深夜。 目前保护区的围栏只
有三米不到，没有任何尖刺等防
护。 就连加高围栏，他们都做不
到，高额的日常维护费用已经让
他们焦头烂额。

保罗他们并不打算退却，相
反，靠着来自美国 Anglo Ameri－
can 公司等的海外捐助， 他正打
算扩建动物的照料设施。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我们了，澳大利亚人送来了两台
电脑， 美国公司给了些捐款，欧
洲有媒体报道我们后关心者手
捧着杂志找上了门来 ， 日本
NHK 电视台也来报道过了。 ”

不只是巨大的资金缺口，他
也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后继问题。

“两年之后我很可能不得不
离开了，太老了干不动了，那时，
这里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他忧
心忡忡。

14 年前，“谁说医生就只能
做医生的事情？ 我要证明一个儿
科医生能做更多。 ”带着倔强，他
来到了这里。

今天， 他依然守护在这里，
而这里附近的亚马逊雨林，以及
雨林里的生灵们也渐渐聚拢到
了这里。

明天， 他们大概无路可
退了。
（据 CAPE|全球青年实践网络）

Paulo Amorim: A Pediatrician and His Forest

保罗·阿莫林：
一个儿科医生和他的亚马逊丛林

World16 国际·案例
２０12．7.3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葛小鹰律师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066945 65953695/6/7 转 1818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203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cn 印刷：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 � 保罗·阿莫林捧着一只刚被
送来的小犰狳 ， 它的母亲刚刚
死于盗猎者之手

� � 保护亚马逊雨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留住这片自然乐园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