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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榜样》我们的影像志-----

青海故事汇特别季主题晚会

VCR：倒计时＋总片头＋沙画《榜样》序幕

李璟娅：信仰融入热血，平凡见证力量

李金良：时代筑就楷模，我们需要榜样

李璟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

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首届“青海

榜样”—我们的影像志青海故事汇（特别季）录制现场。我

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璟娅

李金良: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金良

合：大家晚上好！

李璟娅：为了培育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激发全省各族干

部群众热爱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的热情，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

李金良：2021 年 12 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

会同省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文联、青海日报社组织开展了首届“青海榜样”宣传发布

活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通过各单位推荐，确

定了首届青海榜样共计两个个人和一个集体，他们是……

VCR 短片：三组榜样的颁奖词

李璟娅：金良，在你心目中，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之为我

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榜样？



2

李金良：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点赞先进典型和模范，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更多的时代楷模”。我觉得榜样，就是多面的、立体的、闪

烁着时代光芒的人，他们是看得见的标杆，是听得见的号角，

是读得懂的哲理，给人以无穷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

迪人。

李璟娅：是的，咱们青海一直以来就有一种品格，那就

是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标准更高。在青海 72 万平方公里

这片热土上，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榜样，他们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和付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华章，他们是新青海精神的弘扬者、践行者和引领者。

李金良：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用最近的距离，最温暖

的方式，走进他们的世界，聆听他们的榜样故事。

沙画：第一幕 出征

串讲人王欢：可可西里，蒙语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

藏语则意为“青色的山梁”。无论春与夏、秋或冬，可可西

里总有着一种苍凉纯净的美。这一方雪域净土是地球上，除

南北极之外最大的一片无人区，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平均

海拔 4600 米以上，这里，被誉为“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17 年前，一部电影《可可西里》，让无数人知道了这片

美丽的地方，在枪林弹雨中、在风餐露宿下，巡山队员们用

生命保护着自己的“羊子”（也就是藏羚羊），他们将自己

的信仰，融进了这一片他们深爱着的土地。

如今，大家对电影里的一些桥段可能已经淡忘了，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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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可可西里”这四个字，一定深深地印刻在了人们的心

中。其实，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 20 多

年前，现实中的可可西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与人之间，

关于生死的较量，远比电影中残酷的多，巡山队员们与盗猎

份子的输死搏斗，也更加的惊心动魄。那今天我们的故事，

就从那一声枪声开始。

VCR 短片：２０年前的纪录片影片，以一声枪声开始……

台下李璟娅：现场和史强老师互动，引出巡山队

（同期）李璟娅：观众朋友，现在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

刚刚这部纪录片的摄像老师，我们青海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

摄像史强老师。史老师您好！

史强：大家好

李璟娅：这部片子是在哪一年拍摄的

史强：这部片子是在 1995 年开始拍的，整个过程有三

年时间。到 1998 年播出的，1998 年播出之后

李璟娅：这是您第几次看这部纪录片

史强：这是播出以后的第 2 次，20 多年都没看了，其实

20 多年每一个画面都在脑子里面记忆犹新，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是这一幅画面，现在大屏上的这一幅画面，当时的画面

信号比这个好。眼前的巡山队员，他们的衣着不是很整齐，

装备也不是很精良，但是如果按当时来看的话，每个人的眼

神中充满了坚毅自信，和一种责任，他们像一个雕塑一样，

震慑了可可西里的不法之徒，守护着可可西里。而我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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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录者，想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他们，认识他们，他们

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榜样，谢谢。

李璟娅：谢谢史老师！谢谢，谢谢史老师，谢谢你们给

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影像资料

音乐声在巡山队员上场 4 个人亮相：秋陪扎西、罗延海、布周、

文嘎

访谈区（张燕）：坐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就是可可西里

巡山队的主力队员，刚才这部短片中有一个身影，是他最亲

近的人，这么多年来是不是很想他，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

声音了吧！

秋培扎西：对，刚才最后定格的照片，从左数第 3 位是

我的父亲扎巴多杰，扎巴多杰，他 1998 年的时候去世了，

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他的离世是沉重的，也是残酷的。但是

也是正因为他们的这种牺牲，换来了今天可可西里的宁静。

所以说我也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可可西里，继续担任起了做可

可西里巡山队，主力队员这样的职责，是的

张燕：布周局长从 2009 年开始，可可西里再也没有听

到过，盗猎的枪声了

布周：对，而且藏羚羊也从濒危物种，变成了近危物种

张燕：是的，听到这一变化，无疑是非常令我们大家高

兴和欣喜

布周：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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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对你们的工作也是最大的肯

定

布周:我们可可西里人,对她(可可西里)有一个非常亲

近的名字,叫美丽的少女,意思呢就是向保护我们自己的母

亲一样,像保护我们自己的姐姐或者妹妹一样,去保护这片

圣洁的土地,上世纪 80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可可西里经历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数以万计的金农,晚上武装盗猎藏羚

羊,藏羚羊的数量从二十几万,突然下降到不足 2 万,为此可

可西里,我们的索南达杰做出了牺牲,国家从索南达杰牺牲

之后,对这个区域非常重视,成立了玉树州西部工委从索南

达杰开始到 1996 年成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紧接其后 1997 年

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年我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正式成立,到现在将近二十几年,从索南达杰到我们这一

代历经 20 多年的执法,严厉的打击盗猎盗采活动,经过大家

的拼搏,目前整个藏羚羊恢复的数量从不足 2 万只发展到 7

万只.虽然现在再也听不到盗猎的枪声了

张燕：但是你们身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了,是不是

布周：是的

张燕：刚才我就问到了布周局长,因为电影放出的时候,

大家都听到了那一阵激烈的枪声,我说你们害怕不害怕,布

周局长说害怕,罗局也说害怕,大家都说害怕但是布周局长

说了一个我现在更害怕的是出交通事故.所以说其实大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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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的困难,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知道罗局和文尕

是第 1 批巡山队员,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

罗延海:我是从 1997 年自然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参加工

作,成为一名光荣的巡山队员,然后干到巡山队长,到现在已

经有 24 年了.

张燕：在可可西里 24 年,文尕也是,是不是,

文尕:是的

张燕：24 年了真的每一幕回想起来就像放电影一样，咱

24 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眨眼的功夫，但是 24 年我相信你

们在可可西里经历的那些故事，一定都是荡气回肠的，是令

你们难忘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罗延海:在我这个 24年可可西里保护的工作当中最难忘的是

2002 年的 5 月份发生的一起案件，我们通过巡山，7 名巡山

队员，我带队 7 名巡山队员在一天抓获了两个盗猎团伙，上

午抓了一批下午抓了一批总共缴获藏羚羊皮 500 多张。让我

更难忘的是，到盗猎现场以后当天是下着大雪，地面上全是

雪，5 月份是母藏羚羊怀着小羊羔在迁徙的道路上遇到了盗

猎分子的围猎，全都看到尸横遍野，到处都是母藏羚羊的尸

体，因为秃鹫鹰要吃藏羚羊的内脏同时被拉出来的，有没有

出生的小藏羚羊，也在没出生就夭折了。看到这个场面的时

候，我们这些汉子，满眼都是泪水，特别惨！也是这个原因，

让我们这个案子发誓，一定要用更多的付出，加倍的努力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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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好这片净土，守护好可可西里，不让这种血腥的场面，再

出现在可可西里。

张燕：感觉就像父爱一样，真的是关爱这些生灵，就像

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谢谢！文尕你在整个过程中，我知道

您参与过一次救援，参与过一次巡山活动，然后被困了整整

18 天才得到救援，是不是见到救援队伍的时候，特别特别的

兴奋特别特别的高兴。

文尕:对！有一次 2013 年 8 月份的时候，本来是我们巡

山队员 7 天就完成任务，但是 18 天的被困以后我们从格尔

木开始我带队救援，我带着两个牵引车，带着两个吉普车，

我们 7 个人进去以后当时天气特别不好，当时 8 月份可可西

里还是下雪，当时我们进的时候，从格尔木到卓乃湖整整走

了三天的时间，到了卓乃湖以后都是烂泥滩，都是不好走的

路。这个地方到了以后，两个牵引车都陷进去了根本出不来，

当时我心里特别着急，山里面的巡山队都出不来，我们的救

援队也进不去，心里特别的担心。第 4 天早上我们山里进去

了以后中午 1 点左右碰到这个巡山队，见了他们以后，看到

他们的脸，看到他们的衣服的时候我们的眼泪都出来了。

张燕：他们被困了十几天在山里面，当时布周局长就参

与了救援是吗？

布周：是的，他是第 1 批进去的，我是第 2 批进去的，

还有第 3 批第 4 批，最后我们整体撤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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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也是历经了 18 天，我们 18 人参与，真的怎么讲，互相见

到以后到了索南达杰保护站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然

后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弟兄们给我们煮了一盆香喷喷的肉给

我们准备了啤酒，大家什么话都没有，尽情的去喝，尽情的

去享受，我感觉就是生死之交，生死之交，吃肉喝酒。过去

的那些难忘的痛苦的经历，全部都忘了。接下来继续该干嘛

干嘛，继续保护好我们的可可西里。

张燕：谢谢你们，其实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只是可可西

里巡山队的部分队员代表，其他的队员，仍然坚守在祖国西

部神圣的土地可可西里在执行着他们的任务，接下来让我们

通过荧屏一起走进他们去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VCR 短片：连线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给现场的队长汇报气温、

情况大家一起唱《祖国不会忘记》

文艺节目：四重唱《祖国不会忘记》

访谈区（张燕）：我们在海拔 4479 米的可可西里索南

达杰保护站，我们在坚守岗位，青春无悔请祖国放心，有我

们在绿水青山常在，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2017 年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2020 年三江源国

家公园成立这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的背后是像可可西里

巡山队这样的团队一个又一个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

换回来的。在这里我再次提议大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对这些九死一生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勇士们，表达我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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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的敬意，谢谢他们！

片头

串讲人王欢：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来过西宁很多次，我

最爱的季节就是这里的春末夏初。仿佛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起，浓烈的丁香花香，就已经充盈了我的整个鼻腔。我知道

丁香是西宁的市花，那满城绽放的丁香花，已经成为了夏季

高原一道亮丽的风景。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和西宁

有关，和一位如丁香一样吐露着芬芳的女性科研工作者有

关。

故事发生在 2015 年，在甘肃连城自然保护区一座怪石

嶙峋的石山上，她意外的发现了一株野生羽叶丁香。要知道，

羽叶丁香是我国特有的丁香品种，他繁殖力弱，生长缓慢，

在天然环境中几近灭绝，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濒危保护植物。

这个发现让她喜出望外，她急忙上前，却不料脚底一滑，

整个人摔倒在地，眼看就要滑下山坡，情急之中，她一把抓

住了石缝里的杂草，这才有惊无险。但很快她就觉得，手掌

痛痒难耐，原来她抓的是一把荨麻草，荨麻草毒性发作，她

的手上已经起了一片白色的水泡。但当时她什么都不顾了，

搓了搓手，继续往上爬。终于，她在一株被岩石压弯的羽叶

丁香树上，截取了一段树枝，连同它的种子一起，宝贝似的

捧回了西宁。

而与此同时，一个距离她将近 200 公里的小女孩，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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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刻的牵挂着自己的妈妈。

沙画：第二幕 绽放

访谈区（张燕）：读信（孩子写给妈妈的信）

妈妈，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学会做饭是什么时候吗？没

错，是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劲儿小，锅险些没有拿稳还

把手给烫伤了，当时您经常加班到很晚，吃“百家饭”、在

别人家写作业、周末或者节假日自己在家照顾自己，这些我

早都已经习惯了，可有一次我发高烧了很难受，小小的我多

希望当时陪在我身边的是您啊，我觉得很委屈，为此还大闹

了一场，为什么别人的妈妈总是能够陪伴在身边呢？我不只

一次这样想。

访谈区（张燕）：马骎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小的时候写

的这封信，是不是还觉得那么委屈呢？

马骎：其实刚刚主持人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感

觉，就是这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

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可能偶尔翻翻小时候的日记，

我自己可能会有当时的一种感触。确实， 我是有埋怨我的

母亲，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度过。

张燕：妈妈在你心目中是榜样吗？

马骎：其实我也是近期看到了，一些文字或者视频的报

道，才看到我的母亲竟然做了这么多工作。在她的岗位上付

出了这么多，还有一点就是近两三年来，我的母亲连续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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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非常大的手术，可能认识她，熟悉她的人知道，她耳朵

有点听不太清，她的耳朵做的手术是全麻，非常大的手术。

对， 就她的这些生活，还有她的这些工作，还有我听到的

看到这些新闻，我才知道我的母亲，确实是我的骄傲，我的

榜样。

张燕：你刚才说到，妈妈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旁边的

这个阿姨一直在点头，阿姨也是见证者，为什么呢？阿姨是

咱们张锦梅老师的同学、闺蜜，而且还是同行，所以张锦梅

老师一路的成长，是在您的见证下。

吴敏：是的，主持人。

张燕：张老师和您在学生时代，或者是说在生活中她不

同的一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几个相关的小故事，让我

们去了解不为人知的张老师。

吴敏：我和张锦梅是 1985 年，在青海农林学校的同学。

我们当时学的是农学专业，最后同系两个人都进了林家铺

子，又成了同行，现在我们又是好朋友、闺蜜。她在我们农

林学校的时候，当时是植物课代表，于是她和花花草草结下

了一生的缘，我记得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她是第一个穿大红

衣服的。

张燕：在那个年代，大红西装 、喇叭裤，这些都是那

个时代的人不敢尝试的，张老师也是你们同学中的榜样。

吴敏：对，她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热心肠，她对我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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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特别的关心，不论是哪个女生生病，或者是哪个同学家中

有事儿，有困难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给

予大家的帮助，或者是关心支持我们，让我们积极向上面对

生活。

张燕：有这样一个同学真好，我相信马骎一定心里想，

有这样一个妈妈真骄傲，妈妈一直是深耕在丁香领域，你是

从什么时候知道妈妈是做这个工作的。

马骎：其实我对于我母亲的行业很模糊，我从小跟我妈

妈在一起，或者是去她的单位，我总感觉他在田间地头捡树

枝，我以为她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个捡树枝的工人。等到慢慢

长大，也就是说近几年，她去了这个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另外一个名字叫丁香研究所，我才知道她的工作

是和丁香有关的，才知道这西宁市满城的丁香跟她有关。

张燕：骄傲。

马骎：对，是有一丝骄傲。

张燕：你觉得妈妈跟丁香像不像？

马骎：像，其实我以前对丁香这个树种不是很了解。有

一个宣传报道篇里面， 我母亲说，她说丁香扎根下去，只

要它活下来，它就不会那么娇气 ，它会一直活下去。无论

一年四季，无论风吹雨打，我的母亲似乎就是这样，我觉得

她在进入，阿姨刚才说的林家铺子之后，做了这个林业工作



13

者，她这份工作，我觉得异常的辛苦，她的办公室经常有一

双，就是常年有一双球鞋，有一身运动服，她做了这个工作

之后，她没有动摇，她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坚信，我觉得她

是一个信念感很强的人，她一直坚持下来，做到了今天，我

觉得她这一点跟丁香非常像。

文艺节目：男生弹唱 《雨巷》

张燕：张老师在后台听到，自己的女儿和闺蜜对您的评

价，心里是不是也是五味杂陈，有很多很多的感想。

张锦梅：感想很深，也非常激动，心情了也非常沉重。

张燕：非常沉重，觉得小的时候亏欠女儿太多了。是吗？

张锦梅：就是，我这个一生当中呢，对家人的亏欠实在

是太多了。

张燕：不要紧，女儿理解你，是不是？

马骎：对，我的母亲，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想着她与其

在家里帮我们做一些琐事，谁都可以做的琐事，还不如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张燕：谢谢你，谢谢你马骎，这么理解妈妈。给我们大

家提供出了这样一个，让张老师这样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

者，能够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谢谢你 ！张老师，除了在

丁香领域，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西宁市现在我们大街小巷

看到的很多丁香，几乎都是张老师整个团队进行研究推广

的，尤其是羽叶丁香，咱们在这里也不用多说了，刚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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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很多了，但我还知道张老师呢，还对杨树的研究一直都

孜孜不倦，为什么您要研究杨树呢？

张锦梅：杨树是咱们青海的主要造林树种，也是在咱们

这个防防护林带建设当中，发挥了主体功能的作用，也是对

咱们城市居民降噪的功能当中，也发挥了好多的功能。大家

在高速公路周边居住的居民，如果没有高大的杨树来撑，那

么噪音是非常的大的。

张燕：所以说一定要对杨树的品种，进行各种各样的收

集，然后对它进行研究，再种起来回馈予社会。

张锦梅：就是提高咱们的城市居住环境嘛，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吧。

张燕：在这个杨树的工作相关的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

中，我知道您遇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那今天呢，这位老

朋友，亦师亦友，也对您有话要说，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VCR

张燕：您这个人就是闲不住，一句话就概括了。

张锦梅：就是就是

张燕：您还记得吗？刚才这位是谁。

张锦梅：这位是咱们一个退休的老前辈，王金生老教授

老专家。

张燕：是您的贵人。

张锦梅:对,他在我们青海的杨树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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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成今天的这个样子,也是王金生老前辈对我们,给

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引导,目前他已经八十七岁了,仍然

还有发挥余热的心思,非常的努力.

张燕：谢谢你们这些奔赴在前线的科研工作者，默默的

做了这些事儿，我们有这样好的生活环境，其实有很多的人

在背后付出了，

很多的艰辛，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那篇《白杨礼

赞》。

VCR:白杨礼赞

文艺节目：主持人朗诵《白杨礼赞》

李璟娅：刚才，我们分享了用生命守护生命的可可西里

主力巡山队的故事，也聆听了榜样张锦梅的“花”样人生，

金良，你发现没有，榜样的力量总是来自于平凡的日常，但

却充满着热爱的执着和品格的高洁。

李金良：嗯，说的没错，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热爱这片

高原厚土的青海人孜孜以求的新青海精神，让我们心中有担

当、脚下有力量。

李璟娅：平凡中的榜样力量无穷尽，质朴中的英雄精神

更可贵。今晚，我们关于身边榜样的故事，仍在继续……

沙画：第三幕 传奇

串讲人王欢：2006 年 7 月 1 日， 青藏铁路正式开通，

震惊了世界，人们很难想象，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

难以到达的禁地。开通这 15 年来，无数怀揣梦想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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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条天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时速最快、技术最先进的

高原铁路，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就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准

备，才开始动工。准备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克服诸多世界

性的难题：其中，铁路途经唐古拉山口时，要在海拔 5 千多

米的风火山上，开凿一条长达上千米的隧道……高寒缺氧，

筑路工人的健康保障，就成为了“难中之难”。

但传奇的是，在修筑的数年间，14 万筑路大军没有一个

人因为高原病，而永远地留在这片雪域冻土之上。那守护他

们能够安全回家的，是一位身材消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和

他的团队，这位老人有着塔吉克人，性格里那特有的坚韧和

果敢，他的名字叫，依斯玛义尔·赛里木江。

这位老人的履历，也可以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哪里越艰

苦，哪里驻足的时间就越长，保家卫国、抗震救灾、投身医

学... ...他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

甚至有时会跟死亡擦肩而过，但休整过后，他依然会选择再

次启程，义无反顾地走上新的“战场”。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是 84 岁的高龄了，他的出生地在

离我们 2400 多公里外的新疆伊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在那里，流传着这样一首塔吉克民歌。

文艺节目：舞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访谈区（张燕）：吴老,我是第一次知道。您还有一个那么

长的塔吉克族的名字。那为什么后面又叫吴天一呢？

吴天一：我的本名是塔吉克族，我是本民族的名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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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玛义尔 赛里木江，但是我九岁从伊犁出来的时候，我父

亲和母亲跟我说，你这个名字，老师也叫不出来，同学也叫

不出来，干脆简简单单 五画，“天一” ，是简单的意思 不

是我是天下第一。

王晋：主持人你发现了没有，今天院士和昨天不一样，

让我好好看看，你看到这条领带了没有。

张燕：哦，大家看到吗？这条领带今天吴老专门带的。

吴天一：这条领带是塔吉克族领带，这条领带大家可以

看一下，它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开放在冰山上的雪莲花。

张燕：各位，87 岁高龄啊。吴老，太棒了。吴老，您这

精神真的是敬佩。

王晋：院士现在不但 87 岁高龄，而且现在天天还依然

坚守在，我们高原医学的主战场，到今天依然没有一天的松

懈，没有一天的放松。

张燕；太厉害了,院士,我知道他是来到青海已经有 63

年了.

王晋：63 年.

张燕：63 年走遍了青海的大山大河吧

王晋：可以这样讲，院士在这 63 年当中呢，不但走遍

了青海所有高海拔的地区，而且西藏，包括四川，包括云南，

所有高海拔的地区，院士都已经去过了。

张燕：我一会儿给您放一个短片，您看一看这个地方您

去过没，有没有什么珍贵的回忆好不好，好，咱一起看看。

VCR 短片：阿尼玛卿雪山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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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区（张燕）：您看出来了那是哪

吴天一:这个地方就太熟悉了，嗯，因为这个地方是果

洛玛沁县和，兴海县交界的阿尼玛卿山。

张燕：您去过多少次

吴天一：阿尼玛卿什么意思黄河边上的爷爷山，这座山

非常有名，它独特的地质面貌它独特的冰川结构，它独特的

生态多样性，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是我们国家首先开放的

八座山峰之一。

更登：我们一说就回去了。

王晋：更登主任是亲历者。

更登：30 年以前我们下乡的事我们院士带着一个团队，

我们就是一个骑着马，赶着几个牦牛，牦牛身上又拖了几个

大小不等的，木箱子装的设备器，院士带领我们在雪山乡走

进了牧民帐篷，一户一个家的走，去给他们测量血压，还有

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院士去了以后跟牧民

呢，他熟悉的藏语，他的藏语特别好，他用藏语进行交流。

张燕：我知道他藏语说的特别好，因为刚才在台下我路

过的时候，他跟更登主任交谈的时候，全程藏语，我当时在

想，是藏族吗好像不是，是塔吉克族人。

VCR 短片：王晋副院长带摄制组探秘吴院长办公室

王晋:知道院士为什么会藏语吗?

张燕：为什么？

王晋：就是为了在藏区更好的，和我们的藏族群众做交

流，因为院士曾经讲过，如果中间再隔一个翻译的话，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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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所以院士从五几年自学藏语，现

在非常流利没有问题。

更登：我们藏族同胞把我们吴院士统称为：马背上的好

曼巴。

张燕：马背上的好曼巴就是马背上的好医生，院士除了

藏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塔吉克族的，应该算是哈萨克

语，

更登：还会一点蒙语。

张燕：完了，我十个手指头数不过来了。太厉害了院士，

向您致敬！

吴天一：所有的掌握的语言里面，我认为自豪的。

张燕:您都没听懂？观众朋友有听懂的吗？有吗？看都

没听懂？

更登：他说的是，我懂藏话。

张燕：院士除了语言能力超凡，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

了是马背上的曼巴，所以骑马技术也是一流，是不是更登主

任。

更登：是的。他原来在年轻的时候，在果洛的骑兵连待

过，也当过我们这骑兵连的队长。

张燕：骑兵连的队长。院士您当过骑兵连的队长。

吴天一：我原来在部队，这个 1964 年大学生下连当兵，

我在果洛骑兵支队当了一年骑兵，所以我的马应该是骑的是

非常好。

张燕：您太谦虚了。据说好像有一次有一个赛马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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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院士留下了，院士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没能参加，成

为了您终身的遗憾是吗？

吴天一：当时我才 20 多岁啊，我应该说是在一年当兵

以后，我的乘马射击，我的斩劈技术都是非常优秀的，特别

是骑马骑得好，因为小时候爱骑马，这个 1964 年的国庆节，

在果洛要进行赛马，我们是军队，如果输给了地方的那个藏

族的骑手，那很不光彩，要选最优秀的骑手，选了我。但是

很遗憾，因为医院里面很忙，我当了正常兵，叫我一定要赶

快回去，我组织精英，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赛马会很遗憾。

张燕：院士在今年的 7 月 1 号，对于院士来讲，对于他

的一生来讲，都是非常珍贵难忘的一天。恰逢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在这一天呢，在北京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

院士，给吴院授予了七一勋章，这是吴院个人的荣誉和骄傲，

当然也是我们整个青海，我们祖国的骄傲和荣誉，那么接下

来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七一那天激动人心的时刻。

VCR 短片：习近平接见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视频资料

张燕:吴院身上有着军人的气质,虽然 87岁高龄了,但是

你看马上要走到主席面前时,走的是正步,吴院，我知道，您

还有抗美援朝的经历，是不是？

吴天一：对，我是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参军的，当时

我很小，年龄不够，咋办呢虚报年龄，那也不是太严格的，

但我身体好就过了关了本来是想到朝鲜打仗去，当个通讯员

什么的，后来因为我读的中学比较好，是原来国民党时代中

央大学的附属中学，所以就把我派去学军医了，当时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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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是中央军委，委托地方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培养着军队

的骨干，这样的话一共是要学八年，在中国医科大学，那么

到第六年理论就学完了以后，因为我学习应该说是非常优异

的，也就是说我在六年当中所有的成绩，都是 100 分，那个

时候叫五分制，当时决定把我分配在某一个研究所，但是我

当时内心想的是，我是抗美援朝参军的，朝鲜战争还没有结

束，1953 年停战是吧，还还处于战争状态，国家培养了我这

样一个军医，我应该到朝鲜去，所以我强烈的要求下，后来

就批准了。这样，我就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512 医院，这是

编号，但是对外讲的是中朝友谊医院，医院设在平壤，看病

的对象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更主要的是朝鲜老百姓，因

为战后他们任何医疗都没有，还有朝鲜人民军，所以我在这

个医院里面，1958 年周来总理访问朝鲜中央决定撤军，所以

1958 年这个部队撤在青海，我在朝鲜呆了两年，看到了体验

到了我们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所付出的最大的牺牲，也看

到了中朝友谊这一块坚如磐石，所以说是应该说是很有教育

意义。

张燕：胸怀国之大者呀，而且医者仁心，在那里关注了

朝鲜老百姓，当然也是对我们青海的老百姓，也是时刻在关

注着，而且吴院他想到的，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坚持去做，

比如说玉树地震的时候。

更登：嗯我说一下啊，玉树地震是 2010 年的 4 月 14 号，

玉树发生大的地震，我们院士第一时间去到我们省政府，找

到主管我们的副省长马顺清，我们院士去了以后，直接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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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说，我要去玉树灾区，当时呢，我们马省长就想到，我

们院士年龄也大，地方比较遥远，刚开始没同意他的请求，

但是院士，当场就说了，我必须要去我肯定要去，我现在要

去，这个信息。

张燕：那个时候院士是 70 多岁。

更登：七十几。

吴天一：七十四。

张燕：七十四岁，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你们知道院士身

上有多少的伤吗？院士此时此刻还带着心脏起搏器，他的肋

骨还有股骨，髋关节很多处都是断裂骨折过的，而且都是在

工作中受的伤。

王晋：14 次。

张燕：14 次，所以说，此时此刻真的向您致敬！

文艺节目：郭艳华 歌曲《青海情》

李璟娅：登高望远，自信开放，团结奉献，不懈奋斗，

这 16 个字，每一个都是如此的丰富生动和具体。就像今晚

我们听到的这些，具有巨大能量的榜样故事一样，他们构成

了今晚我们舞台上，最闪耀的华采篇章

李金良：翻开他们的感人故事，一幕幕优秀共产党员的

群体像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与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一样，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

人，把理想信念转化为行动力量的，政治品格和先锋形象。

李璟娅：榜样是时代精神的化身，他也是众多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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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感人的故事。他们崇高的品格，

不仅深深地温暖着我们，更是激励着我们。回首过往，两弹

一星精神，两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凝聚

起了全省人民的力量。在基层开花，在一线结果，一步一个

脚印的把奋斗目标，和宏伟蓝图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李金良：榜样是一面镜子一面旗帜，他们用这份澎湃汇

聚的榜样力量，感染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为深入贯彻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有力推进四地建设一优两高战略，

和五个示范省建设而不懈努力，拼搏进取。

李璟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现场及电视机前以及，

各新媒体客户端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首届青海榜样我们

的影像志，青海故事汇特别季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和陪

伴，朋友们再见！再见！（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