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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大
的快乐就是培养
出了一大批野生
动物学科的管理、
教学与科研人才。

本科生教育
是高等教育的基
础， 只有走上讲
台， 和本科生接
触， 我们才能发
现教育的规律和
教学改革的方向。

别人看我走
得很累， 我却从
中找到了乐趣。

———马建章

家
大

马建章：用一生守护野生动物
■孟姝轶 本报记者 曹曦

一辈子倾注于做一件事的人，是幸福的。
东北林业大学78岁的马建章院士，用一辈

子的时间跟野生动物打交道，倾心、倾力、倾情，
他觉得自己很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描述出来的，
而是用付出的青春、流走的岁月一点点证实的。

1937年出生的马建章属牛，有毅力、耐劳
苦。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的性格写照，也是他
一生经历的概括。1956年进入当时的东北林学
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马建章堪称野生动物
保护与管理界的“牛人”。

2014年秋天，记者走进了美丽的东北林业
大学，在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的四楼办公室，见到
了倾慕已久的马建章院士。

不见其人先闻其声。走出电梯，一阵爽朗的
笑声令人顿觉愉悦起来， 声音是从拐角处敞着
门的办公室里传来的。

“一听这标志性的笑声就知道是马院士，极
富感染力。”随行的工作人员轻笑着说。

与野生动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马建章，有
着孩子般的顽皮与纯真。

财富——
一幅作品和一群弟子

1937年7月的一天， 马建章出生在辽宁省
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后来，一家人移居到内蒙
古通辽市农村，童年生活尽管艰辛，但那里的广
阔天地激发了马建章热爱大自然的天性， 在科
尔沁草原上的成长经历培养了马建章对动植物
的兴趣。1953年， 少年时代的马建章自作主张
报考了内蒙古扎兰屯林业学校。

农家出秀才自是一大幸事， 马建章成了马
家的骄傲、 邻里的期待。16岁的马建章立志努
力学习，报效国家。

1956年，从林校毕业的马建章面临第一次
人生选择。“有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两个保
送机会，但因为东林学制是5年，我想着能够多
学习一年知识，就选择了东北林学院（1985年
更名为东北林业大学），这一去就是一辈子。”马
建章忆起往事，清晰得仿若就在昨天。

筚路蓝缕，开启山林。5年后，毕业留校任
教的马建章担任了新成立的东北林学院林学系
森林动物教研室主任， 着手创办森林动物繁殖
与利用专业(野生动物专业的前身)。

创业难。没有经费，没有教师，没有资料，没
有教材，一切都是零。

想要干一番事业，就要有一股冲劲、一股热
情。马建章和他的同事们，带着对大自然和野生
动物的热爱，也带着上世纪60年代青年教师向
科学进军的一腔热血，满怀激情，投身创业。

为加快森林动物繁殖与利用专业的发展建
设，学校决定从林业专业59级学生中抽出一个班
作为该专业首届学生。这个专业十分注重野生动
物保护及宏观生态学研究方向，注重所学知识对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实际应用价值。

原本攻读林学的马建章迎难而上。 他和同
事们一边授课， 一边组织人员翻译苏联资料，
学习狩猎专业经验， 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日
夜兼程地编写教学大纲、 讲义教材。

1962年，马建章登上了讲台，在中国开设
了第一门狩猎经营学(现野生动物管理学)和狩
猎产品学(现野生动物产品学)课程。

马建章一边学习苏联的相关理论和教学方
法，一边通过野外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北上大
小兴安岭，南下西双版纳，西进呼伦贝尔，为教
研室收集标本和积累教研素材， 翻开了他认识
和研究野生动物的重要一页。

1979年，马建章和同事创办了《野生动物》
杂志，任社长兼主编。

1980年， 学校决定从林学系分出野生动
物系。

1988年，马建章建立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
区资源管理本科专业。

1993年，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
成立，马建章担任首届院长。

1995年，马建章创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
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并兼任中心主任， 同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8年，马建章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2012年， 国家林业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建立， 挂靠野生动物资源学院， 马建章任主
任。

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 马建章与中国的野
生动物保护教育事业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
漫长道路。

如果说在野生动物专业方面的建设， 是马
建章创造的两笔财富之一， 那么培养出一批野
生动物保护事业方面卓有建树的人才， 就是他
创造的另一笔财富。

“学生的成就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教师的
无上光荣和崇高价值。”马建章笑着说。他形
象地将野生动物保护人才由一而十、 由十而
百的培养过程比喻为核裂变， 提出独特的人
才培养“裂变性”原则，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培
养了大批的学生。

近60来年， 马建章培养出博士后20多
名， 博士、 硕士100多名， 其中很多人已经
成为国内外野生动物管理、 教学、 科研事业
的排头兵， 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中发挥
着巨大作用。

目前， 马建章所创办的野生动物系已经
发展成我国唯一一所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培
养各级各类人才5000余人，遍布大江南北成
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 被学
界尊称为“马家军”。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培养出了一大
批野生动物学科的管理、 教学与科研人才。
可以说， 我所取得的成绩中包含学生们很多
的心血和汗水。 成绩是大家共同取得的， 不
是我一个人的。” 马建章说。

奔走——
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名山大川
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整排书柜占

了一面墙的位置。柜门贴着近百张标签，这是
每次学术会议的会徽贴图，从省内到省外，从
国内到国外， 鲜明的图案和色彩记录着马建
章的学术踪迹。

“其实，也没做特别的收集，就是每次开
会带回来顺手粘贴在柜门上的， 也算是个纪
念吧。” 马建章指着这些小玩意儿笑着说，神
情像个调皮的孩童。此刻，很难把这个乐观的
老人家跟名声显赫的院士画上等号。

翻看着电脑里留存的几万张照片， 每一
张的拍摄背景、 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 马建
章都娓娓道来， 高兴之余还会站起身来个现
场还原， 每个事件的细节之处都清晰得令人
咂舌。

一张张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闪现着，串
起了马建章这辈子的整体记忆。

魂系万物生灵。 作为我国野生动物学科
和野生动物管理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
者，马建章这辈子一直在奔走。带队实习，野
外观测，寒来暑往，马建章到过国内外几乎所
有的名山大川， 从大小兴安岭、 青藏高原、
张家界、 祁连山， 到北美的落基山、 欧洲的
阿尔卑斯山、 新西兰的库克山……几十年
来， 马建章的足迹踏遍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地
球版图， 但几万张照片中， 没有一张轻松游
乐的照片， 报告、 会谈、 考察现场， 每一张
照片都是一份珍贵的学术资料。

为加快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专业的发展
建设， 1980年， 东北林学院从林学系分出
野生动物系。 走过开创期艰难的岁月， 野生
动物系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培养野生动物专
门人才的中心。

1981年， 野生动物系接到了一项艰巨
而又意义深远的任务———“三北防护林地区”
野生动物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考察。 马建章带
领动物系77届、 78届的学生， 长途跋涉11
个省区，行程10万公里，写出200多万字的科
考成果报告，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国家
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0世纪80年代，由马建章主持，首次在
380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对“三北”防护
林地区的陆栖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调查与规划，并创造了发现33种鸟类的新
纪录，为“三北”地区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建设提供了科学基础。

20世纪90年代，马建章对野生动物种群
的数量动态、 生境改良与科学管理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研究， 他提出的冬季大型兽类痕迹
法、 逆截线法等已成为北方各省区野生动物
资源调查的基本方法。

马建章主持的中美合作课题———《艾鼬
生态学研究》， 不仅填补了艾鼬生态学的许
多空白， 也为拯救在北美已濒危的黑足鼬提
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获得了美、 日学者的
高度赞誉。

1990年， 马建章出版了 《野生动物管
理学》 一书， 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野
生动物管理方面的专著， 也是培养专业技术
干部的教科书。

几十年来， 马建章的教学大部分是在野
外的自然保护区和重点实验室进行的。 野外
考察常常是艰辛伴随着惊吓和危险。

为了调查我国仅有的一批驯鹿， 他冒着
零下40度的严寒奔走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林
海雪原；

为了寻找贺兰山岩羊，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多次攀爬峭壁和怪石林立的2000多米高的山
峰；

为了获得犀鸟的资料，他深入西双版纳，一
次次直面剧毒的眼镜蛇；

为了调查黑熊的数量， 他孤身在浩良河边
被黑熊追出几百米；

……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即便到

了古稀之年， 马建章依然坚持与学生们一起到
野外进行观测，手把手地指导学生。

“通过实践， 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把
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就会使他们
在思想上更成熟，在专业上更精通。师生朝夕相
处，也能建立起友谊和感情。”马建章说。

几十年来，马建章南征北战，从不停歇，不
知走坏了多少双鞋，走过了多少路，经历了多少
次生死，数字已无法计量，文字亦无法记述。

教学——
讲台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无论是教学，还是野外考察，马建章总是以

饱满的热情冲在第一线。直至今日，马建章还在
坚持给本科生上课。

1995年当选院士以后，马建章的科研任务
变得更重，社会活动也更多，但他在教学方面的
任务雷打不动，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他说，院
士在本科生的讲台上， 就要发挥自己多年从事
开创性科研工作的优势， 把领域内国际最前沿
的发展动态、研究现状告诉学生，让学生知道将
来努力的方向，知道怎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这样学生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马院士总是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把国内
外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讲给我们听， 专业性很强
的东西在他形象生动的讲述中变得易于接受，
让我们很容易理解， 更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本
科生王宏和他的同学一样， 都很期待听马建章
的课。

“本科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只有走
上讲台， 和本科生接触， 我们才能发现教育的
规律和教学改革的方向。” 马建章主张院士给
本科生定期作讲座。 他说： “讲座的效果可能
比讲课更好， 因为讲座的内容学生在课堂上一
般是听不到的， 而且来听讲座的学生不受年
级、 专业限制， 能有更多人受益， 院士也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

马建章说：“科研能力是提升教师业务水平
的源泉和不竭动力，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
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副园长王进军是马
建章的学生。 讲起和马院士几十年的师生情
谊， 王进军很激动： “我17岁考到林学系，
那时候马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 相处了30多
年， 从学业、 工作到为人处世都受益匪浅， 他

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1982年， 王进军的毕业论文得到了马建

章的很多指导， 他说： “从列提纲到细化再到
成文， 马老师仔细修改了三稿。 毕业到齐齐哈
尔扎龙自然保护区工作以后， 我依然得到了马
老师的很多帮助， 和马老师一起进苇塘、 看湿
地， 他那份吃苦耐劳、 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让
我终生难忘。”

已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娣更
愿意称呼马建章为“马先生”。 “马先生总是
把学生的成长放在第一位， 课题选择也从不为
自己添光增彩， 都是从有利于学生的角度考
虑， 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刘娣说， 自己考博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作基
础， 也有固定的专业方向， 当她慕名找到马建
章的时候， 没想到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马建章
针对刘娣的实际情况， 详细分析后帮她明确了
保护野猪资源的研究方向， 今天， 刘娣在这个
领域已然很有名气。

生活中的马建章是个温情的人， 他的热心
是众所周知的。

副教授刘学东和她的爱人郑冬是马建章弟
子中小有成就的一对小夫妻。 记者采访时， 刘
学东拿出一个泛黄的老信封， 含泪讲起了这个
信封的故事。 那是1998年1月， 就读硕士的她
刚结婚一年， 小两口一个月的助学金加起来也
就500多元钱。 年初她跟爱人去逛街， 装着
500多元生活费的钱包被偷， 焦急的刘学东当
时就哇哇大哭起来。

马院士无意间听说了这件事， 就用这个信
封装了500元钱，并手写了一封慰问信，送给了
刘学东。 泛黄的信封和那封信成了刘学东夫妻
俩最珍贵的纪念、最温暖的记忆。

因为听力障碍， 几年前马建章就戴上了助
听器，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和学生们的交流。发送
手机短信成了师生之间最寻常的交流方式。刘
学东说，每次给马院士发短信，他都会在第一时
间回复，有时候重要问题会认真回上几十条，文
字加起来有上千字， 并且每次都坚持在最后回
复时说句“再见”。

马建章爱他的事业， 更盼他所钟爱的事业
后继有人。现在，马建章依旧工作在教学、科研
第一线，但更多的时候，是让他的同事和学生担
当科研项目的主力和科研成果的实际受益人。
他说，是该把这些年轻人推到台前的时候了，我
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

呼吁——
保护与发展要拧成一股劲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利用学科带头人， 马建
章关于野生动物“不可一味保护、 杜绝猎杀，
而应合理开发利用” 的主张并不是合乎很多人
的想法。

东北林大信息学院副院长袁力1992年毕
业于野生动物资源学院， 曾为马建章做了几年
秘书， 目睹了这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的苦苦奔
走。 “马院士早期的学生都有退休的了， 可他
依然保持着竞技者的斗志和热情， 为野生动物
的保护与发展振臂疾呼。” 袁力说。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遍检马建章的著说， 他所有的艰辛和心血

都凝聚在书里介绍的一个个动物中： 《野生动
物管理学》、 《自然保护区学》、 《森林旅游
学》、 《三北防护林地区自然资源与综合农业
区划》、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实用手册》、 《黑
龙江省鸟类志》 ……

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这条路上，马
建章无疑用汗水开辟了一条大路。

1992年，在俄罗斯举行的国际鹤和鹳保护

会议上，马建章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国际鹤
类基金会主席阿齐勃赞扬说：“你在中国扎龙搞
了一项最有基础、最有价值的调查，为鹤类保护
立了大功。” 国际熊类专家组主席赛尔温赞扬
道：“马先生在熊类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为世界
熊类保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地质调查
局生态研究中心主任雷伊博士在考察了艾鼬野
外工作站后赞叹：“我对中方人员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完成如此高质量的课题深表钦佩，你们
为拯救北美濒危动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保护和发展都要讲究“科学” 二字。 马建
章说，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许多野生动物面
临被猎杀、 食物短缺、 栖息地被破坏等威胁，
种群数量锐减， 这时候需要人类进行干预和保
护， 帮助种群恢复。 他说， 中国野生动物养殖
业发展加快， 有不少野生动物养殖企业在其养
殖的野生动物达到一定数量后， 会选择野外放
归，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该物种野外种群的
恢复与发展。

从海南蟒蛇的放归到江西桃红岭野生梅花
鹿的保护， 马建章每到一处都会解说自己的主
张。 “认为对野生动物只能一味保护而不能合
理利用的观念是错误的。 在保护的基础上， 当
野生动物种群达到一定容纳量时， 就可以适当
开发， 但要科学地利用。 这部分资源不但要为
我们这一代利用， 还要保留给子孙后代， 从这
个意义上它可以称之为世界公众遗产， 而保护
区正是提供了这种遗产的保存地、 基因库。”
马建章说。

从如何利用好现有生态资源、 进行动物饲
养， 到如何促进旅游、 经济发展， 结合我国国
情， 马建章首次提出了“保护、 驯养、 利用”
的野生动物管理方针。 他提出的“濒危物种的
管理、 环境容纳量” 等概念， 奠定了我国野生
动物管理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开园时， 马建章给
予了充分肯定， 他还建议， 动植物园应该在科
普教育， 特别是动植物保护方面发挥作用， 成
为中小学生宣传科普教育的基地， 发挥好动植
物园的公益作用。

“在积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基础上，要进
行合理利用。”马建章把有限的资源创新性地开
发利用，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他积极支持并主
持论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猫科动物繁育中心。
该中心已人工繁育东北虎1000余只，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老虎种群基地。 他还主持建立了我
国第一个科学化管理的熊类饲养场，规划设计
了桃山国际猎场和连环湖水禽猎场， 这是我国
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猎场和第一个
对外开放的水禽猎场。 他还参与指导了甘肃、
青海、 湖南、 北京等猎场的资源调查和规划设
计。 十几年来， 这些猎场为国家累计创汇几千
万元，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旅游事业和经济
建设向前发展。

“学参天地， 德合自然。” 马建章用自己一
辈子的言行传承着东北林业大学的校训精神，
教书育人， 勇攀科学高峰。

“别人看我走得很累， 我却从中找到了乐
趣。” 马建章这辈子在野生资源保护与管理的
路上付出了所有， 对生生不息的后继者倾注了
全部的爱， 默默地用自己的言行感化、 温暖、
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偶尔闲暇时， 马建章还会给学生们变魔
术，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喜笑颜开； 也喜欢抽
几支香烟， 在校园里漫步； 亦或泡上一杯淡
茶， 读一本文学书籍。

“块块荒田水和泥， 深耕细作走东西。 老
牛亦解韶光贵， 不等扬鞭自奋蹄。” 也许， 臧
克家的这首 《老黄牛》 是对马建章这一生工作
状态和进取精神的最佳写照。

马建章，野生动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马建章院士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