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06 年度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 - 
學生日記 
研究項目: 馬邊大風頂自然保護區研究計劃 

日期：2005 年 12 月 4 日至 14 日 

學生：張嘉穎  
 
 
 
 
十二月四日 
  今天早上我們坐了兩個多小時的飛機便到達成都. 在飛機上看到的成都是一

個有很多農田的地方. 那裡的樹木不多, 只有零星的松樹. 到達機場後, 林業局

的劉先生便來迎接我們, 把我們送到四川

老師和鄭老師之後我和 Tony 便把握時

間在四川大學到處逛逛. 四川大學真的

是一所很大的大學, 校園內不但有一個

龐大的體育館, 還有一個溜冰場! 我們

在那裡的科技書店 “流連” 了很久, 因

為那些關於野生雀鳥和野生動物的書真

的很吸引我們, 我們一邊看, 一邊期望

著在接著的十天旅程會遇見牠們. 吃晚

飯的時候我們認識了三位研究雀鳥的四

川大學研究生, 他們很平易近人, 我們談得很高興, 飯後他們更帶我們到四川大

學外面的地方走走. 經他們的介紹, 我們品嚐了當地的一種小吃 “震震糕”. 這

種樣子像細小的白糖糕的糕點味道甜甜的, 它的外層是用馬蹄粉造成, 內涵可以

是紅豆蓉又或是芝麻. 在寒冷的晚上吃一口, 全身也變得溫暖呢!  
  可能因為今日有些”舟車勞

大學的外國專家樓. 在認識冉教授, 蔡

頓”, 晚上逛街回來之後已經覺得很累了……現在

二月五日 
在六時半起牀, 因為我和 Tony 約定了七時半到樓下的飯堂吃早餐. 

雖然只是晚上十時 (在香港我想我還在工作吧!), 但我已累得只想快快去睡. 真

的期待明天的行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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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

在八時十分, 冉教授, 蔡老師, 鄭老師和研究生楊彪和張秀雷便坐著麵包車來接

我們, 一起出發到馬邊. 在車上我和 Tony 跟冉教授談了很多事, 他說我們在飛

機上看到的農田多數是用來種植水稻 (米), 小麥, 玉米和土豆的. 雖然農田很多, 
但四川的自然環境仍保留了不少, 據他所說, 四川每年都會發現有新動物品種, 
尤其是兩棲爬蟲類和植物. 其實他們在二零零五年的七月已經完成了馬邊的動

物基線調查, 我們今次再到馬邊的目的是作一些補充的調查, 所以今次的調查範



圍會比七月的小一點. 一路上我們時不時因為路面工程而有所延誤, 結果我們在

四時左右才到達馬邊國家自然保育局. 我們在那裡坐了一會後便入住位於馬邊

市的大風頂賓館 (感到很意外! 起初我還以為我們要在馬邊露營的呢!). 安頓好

一切之後我和 Tony 在旁聽四川大學的老師和研究生們討論之後的行程的安排, 
因為冉教授知道我們喜歡雀鳥, 他就安排我們在旅程中一直跟著鄭老師這位鳥

獸專家. 晚上的時候保育局的局長, 副局長和科長等都前來一同吃飯. 雖然我

們只得十二人左右, 但枱上放滿了十六道菜, 食物真的多得很 (但如果它們不

是辣的話會更好……).  吃飯時他們不斷敬酒, 那些酒的度數對我來說是很

高……超過五十度……但禮貌上我也在侍應唱完彝族的 “敬酒歌” 之後喝了一

杯. 第一次飲這麼濃烈的酒的感覺是……好像把實驗室的酒精灌進口裡, 喉嚨像

火辣辣的…… 
 
 
十二月六日 

時半起牀, 因為原本打算在八

時

1

的腸子掛在灶頭上或取暖用的火堆上煙

燻

今早我們七

吃早飯後便開始出發上山的, 但因為蔡老

師還未買菜回來, 結果我們九時許才吃早飯. 
今天的早飯很豐富, 有油渣麵, 抄手和湯丸, 
從未想過在早上竟然可以吃得那麼豐富. 吃

早飯後我們把蔡老師買回來的糧食搬到車上, 
之後便乘麵包車出發上山. 一路上我看到很

多光禿禿的山坡, 這是以前不斷砍伐樹木的

結果. 那些大型的水霸是在 “東電西送” 的

政策下所建成的. 我們在四時左右到達位於 
五個人入住一間有三張牀的小房間, 而我就被安排住在一間小學內的老師房. 在

四時三十分左右我們隨同鄭老師四處走, 在途中我們見到幾只尾巴很完整的紅

咀藍鵲. 鄭老師一邊走, 一邊很有耐性地講解一些關於鳥的知識, 例如四川擁有

的鳥類品種和鳥類亞種的分辨方法等. 回去後蔡老師他們在討論後天的行程. 他

們說因為原本我們要走的那段二十公里的路現已積雪, 所以蔡老師擔心我們走

不了. 我自己其實不太擔心的, 因為到四川這裡之前我已預計了要在雪地上行走, 
所以我覺得自己都應該走得來, 但我亦明白他們顧及我們安危的好意, 所以我想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按老師們的安排吧! 最重要的是我不想他們因為我們的原故

而改變他們原有的工作安排和計劃.  
彝族人有一個習慣是將蠟肉和灌了血

180 米的沙腔保護站. Tony 他們

. 今天晚飯後我們便在細小的廚房, 在掛滿油淋淋的燻肉和燻腸下圍著火堆取

暖傾計. 在這溫暖的環境下傾計, 別有一番風味, 而且我們彼此之間的感覺好像

也親切了點.  
 



十二月七日 
飯後便和 Tony, 楊彪, 保育局的阿苦羅龍 (彝族人)和鄭老師出發, 

二月八日 
牀後便快快的收拾行裝, 把兩個睡袋, 地蓆, 枕頭和其他東西放回

  今早吃過早

開始我們的鳥類調查. 今日真的很高興!!! 我終於見到我期待了四年的鳥 --- 松

鴉. 還有棕頸釣咀鶥, 紅尾水鴝, 大黃冠啄木鳥, 小燕尾, 褐河烏, 黑眉長尾山雀, 
白頂溪鴝, 黃喉”巫鳥”等. 由於天氣潮濕, 上山的泥路滑得很, 我們走的時候都

要小心翼翼的. 雖然天氣寒冷, 氣溫只有十度左右, 但我們走得滿頭大汗, 為怕

著涼, 我們回去後都立刻用乾毛巾把身體擦乾. 吃晚飯時蔡老師跟我們說會不走

雪地那段路, 因為今早有人通知他們山上的雪積得頗深, 所以如果要在一日內在

雪地走二十公里的路的話, 也許要走到晚上,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摸黑走雪地會很

危險,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取消此路程. 飯後我們一起玩啤牌, 我和 Tony 學懂了

一種叫 “賭地主”的玩法, 其實”賭地主” 是有點兒似我們的 “鋤大 d” 的. 因為

玩啤牌, 我跟在保護區工作的彝族人甲巴隻爾和羅其機美熟絡了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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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七時起

背包……這是個頗花氣力的程序. 今天我們要從沙腔保護站出發到白家灣保護

站. 在車上我跟阿苦羅龍談了很久, 他問了我很多關於香港的事, 而他就告訴我

一些關於馬邊大風頂自然保護區的事. 他說整個保護區有四個保護站, 分別是沙

腔, 白家灣, 永紅和高卓營, 在這四個當中, 永紅保護站是最大的. 下午五時半, 
由於路上有大量的礦車堵塞, 我們的旅行車被困在車龍中間動彈不得, 後來司機

更為此而大發脾氣, 不肯再接載我們, 幸好我們車後的礦車是空的, 所以我們能

轉移到那輛礦車. 雖然是在礦車上, 但其實我們仍然是被困在車龍的. 那時天已

經全黑了, 而且開始下雨, 終於清楚了解那種 “乾急” 的心情. 在礦車上呆了三

個小時候, 我們決定下車, 拿著電筒, 腳踏泥濘地摸黑走到目的地, 而阿苦羅龍

就在車上看管我們的大行李. 走了個多小時, 我們終於到了, 那時開心得簡直想

大叫出來! 又冷又餓的我們在放下東西後便立即出去找店子吃飯, 可能是因為大

家一起共度過難關吧, 吃飯時我們的關係真的變得很親密, 大家開心地傾談和唱

歌, 氣氛很是快樂. 現在其實大家都很累, 很想快快去睡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睡

袋還未到來 , 我們唯有用  “賭地主” 來打發時間……現在己經是一時十一

分……很凍很睏…… 
 
 
 
 
 
 
 
 



十二月九日 
不多凌晨二時才去睡, 但今早仍然

腳印! 在 1700 米左右, 我們開

二月十日 
起牀, 梳洗後忍不住拿了點熱水好好的抺一抺頭髮……已經四天

  雖然昨晚差

要七時半起牀, 因為我們九時便要開始在這個保

護站附近作鳥類調查的工作. 由我們住的地方 
(~1000 米) 到山頂, 一路上見到的是無數礦場, 
因為水土流走得很嚴重, 大路上都佈滿泥濘, 跟

昨天晚上走的路是一樣的. 連綿不絕的爆石聲, 
把鳥兒嚇得 “驚惶失措”, 幸好的是在山頂附近 
(~1700 米)那個沒有礦場的範圍尚可以給野生動

物提供一個避難所. 今日我們走一些在山上的小

路, 昨夜的雨令今日的小路更濕滑. 雖然走這些

路是頗辛苦, 但這一切都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看

到了之前未見過的藍額紅尾水鴝, 灰頭鶇, 灰頭

灰雀, 酒紅朱雀和黑頂噪鶥, 而且還發現了金貓的

始見到結了冰的植物, 那時心情興奮得很. 越上得高, 樹上結的冰就越多越厚, 
風景亦越是美! 所謂”上山容易, 下山難”, 我們要從二千米走回一千米時泥路比

上山時更滑. 回到居住的地方時我已滿身是汗水, 但因為要趕著吃晚飯, 我們連

擦身的時間也沒有. 吃飯時大家高興得很, 不斷地乾杯, 我乾了兩杯五十七度的

酒之後……醉了……現在眼下所有的東西都像鋪了一層塵, 而且我全身發冷, 我

想我要去休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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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我八時

沒有洗澡了, 雖然四天其實並不是很長的日子, 但因為幾乎每天也出汗, 所以頭

皮難免有點兒癢. 早飯後我們到另一個地方作鳥類調查. 今天見到的鳥亦令我興

奮, 有黃腹山雀, 綠背山雀, 鷦鷯, 黑枕綠啄木鳥, 金胸雀鶥, 灰眶雀鶥, 紅頭穗

鶥和麗色噪鶥等. 最令鄭老師高興的是大風頂竟然有紅頭咬鵑, 今次是第一次在

那裡發現牠呢! 當我們高高興興地回到住處準備吃晚飯時, 蔡老師突然跟我們說

為免前晚嚴重塞車的情況會影响我們

回到成都的日期, 我們今晚便要乘車

離開白家灣. 結果我們各人便怱怱收

拾行李, 大概在六時半上小巴. 在巴士

上我們輪著唱歌, 甲巴隻爾和羅其機

美教我們唱普通話版的 “敬酒歌”. 雖

然唱歌的時候大家都是很開心的, 但

我們唱到大概九時許便不再有氣力繼

續了. 現在是晚上十一時零七分, 現在

又開始塞車了……小巴何時才能動……? 



 
十二月十一日 
 今日結果差不多下午一時才到達馬邊市的大風頂賓館. 四十公里的路程竟然

…真的難以相信……在小巴上的十九小時真的難捱得很……難

氣溫下用冷

返回他工作的沙腔保護站.  

 今早吃過早飯後便跟阿苦羅龍和楊彪在馬邊市四處逛逛. 我和 Tony 各自買

. 雖然它的價錢很便宜, 但這一雙解放軍鞋對我們來說是很重要

返回成都. 我很

 
走了十九小時…
捱的不只是因為天氣寒冷和坐在車子上根本不能入睡, 令我們覺得最辛苦的是

坐在車上無止境地等待……小巴每次一停, 我們便起碼要等上四五個小時, 車龍

才能再動. 所以當我們平安到達馬邊市時, 大家都真的興奮得很.  
  到房間後我第一樣做的事是打給父母, 告訴他們昨晚的 “奇妙經歷”, 之後便

立刻洗澡, 但不幸地, 洗到中段時剛巧不夠熱水, 結果我要在十度的

水洗澡……這樣算不算是禍不單行呢……?  
  大家在賓館裡休息過後, 晚上我們再次跟保育局的局長吃飯, 而今晚亦是我們

跟甲巴隻爾分別的一晚, 因為明早他便會乘車

 
十二月十二日 
 
了一雙解放軍鞋

的.  如果不是因為它, 我想我們並不能安全地行走那些濕滑的泥路, 它真的是

我們這次旅程的好拍檔!  
  蔡老師, 鄭老師, 楊彪, 張秀雷, Tony 和

我乘搭下午三時的長途巴士

不捨得阿苦羅龍呢……在這段日子裡他很

照顧我們, 又經常走在我們附近, 幫助我們

上山下山, 我真的很感謝他. 我們大概在九

時半左右到達四川大學的外國專家樓. 放下

行理後蔡老師他們說今晚要大吃一餐, 結果

我們去了吃麻辣火鍋. 那些一鍋鍋鮮紅色的

火鍋湯底, 我見到都已經覺得怕了, 所以我

和 Tony 都選擇了清湯底. 今晚真的吃得

很痛快! 
 
 
 
 
 
 
 
 
 



十二月十三日 
 今日是我們留在成都的最後一天. 早上楊

新建的動物博物館參觀. 那

快

 
彪帶我們到他們

裡的收藏品真的令我們驚嘆! 不但有大量

的雀鳥標本, 而且還有熊貓和華南虎等大型

動物的標本. 午飯後楊彪帶我們到成都的步

行街走走. 那裡繁榮得很, 各式各樣的百貨

公司都有, 像香港的旺角一樣.  
  晚上吃飯後我們回住處收拾行李. 回想這

十一天的行程, 真的有很不捨的感覺……
樂的日子過得真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