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今天来 做客的是 Tusk 基金大使利文森·伍
德。很高兴您能接受今天来的采访 。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那么让 我们 直入主题 ，我们特别 想问 ，是什么让 您 生态 保护产 生态兴
趣呢？

我们从小就很喜欢 野生态动物，和很多年轻 人一样，都受到
 大 ·阿滕伯勒

和 多了不起生态 保护产主题义者的激励 。
 了，10岁 的 候，父亲带 我们去看了一次已故艺术 家大 ·夏
博德（David Shepherd）的展览 。 然当时 我们只有10岁 ，
但面对 那些美丽的非洲大象画作时 仍能感受到震撼。想问
不到 他本人也在现场 ，我们竟然当时有机会和他聊天来。

他的 我们影响非常大，他跟我们 了很多作时 艺术 家的 辛。
他 他一 始发展览得并不 利，但后来 机 巧合才踏上了 条
奇妙的 业道路。

他也是我们人生态的启蒙者之一。

ダイヤモンドは永遠の輝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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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son Wood）播客 目— TD280岁220岁 



ダイヤモンドは永遠の輝き

forevermark.com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最了不起的是……尼罗 河的源头基本上是在现场 干达，
 然当时 此有争议 。我们 很多 目都在现场那里。因此，跟你合作时
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能踏上 片土地并造访 那些 目真是太棒了。我们去了
旺达，去野外丛 林里看黑猩猩。我们 去了 干达狂风呼
 却密不透光的原始森林，考察那里保护产大猩猩的
目。 有默奇森瀑布（Murchison Falls）， 眼见证 了
护产林者的工作时。
很 大，不 只是着眼于偷猎这 种负 面对 ， 能同时关 注如何促进
 地社会 系；如何通过 教育对 抗非法贩卖 野生态动物 ；切实
做到 于 地居民， 他 一起加入到 抗争议中来 。

利文森·伍德：

是 。10岁 的我们想问，哇， 个人可以在现场非洲到处旅游， 大象
画画。我们 得 样的人生态真是太美好了。

事实上，那 展览 了我们很大的影响，回家后来便立刻拿起笔
自己也画了一 大象的画。画得并不太好。但世间万事都
是冥冥之中来自有安排。其实从那一刻起，我们 心便埋下了
一 心生态 自然当时保护产的种负子。

从那以后来我们便把父亲带母烦 得够呛 。我们跟他 ，求你 了，我们想问去
非洲。
而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 得差不多在现场13、14岁 的 候，第一次
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去肯尼罗亚度假，我们 去游 ，那真是一段
迷人而神奇的 光。自那以后来我们便常常去非洲旅行，在现场整
个东非和南非各处游 。

我们人生态的重大 折点是20岁13年轻的那 “尼罗 河徒步远 征
（Walking the Nile Expedition）”。我们 就是借此机会
 的。 我们希望给这场 徒步远旅行加入一些慈善元素，我们想问， 把
生态 保护产的元素融进这场 徒步远之旅。 的 ，那是我们 第一次 ，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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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的确。如果你生态活在现场 困中来，村庄周围 又有大片的国家
公园或者大片森林、草原，就像你 的，人 然当时很容易
受到 惑，甚至不可避免的想问要利用这 些 源 活自己和
家人。

所以我们 ， 地居民意识 到野生态动物和 境的价值很重
要。我们 Tusk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帮助当 地居
民理解野生态动物多么让珍贵 ，不只是金 上的， 有其更长
 的价值。

如果失去 志性物种负；如果 有了大象、犀牛， 于 地
的长期经济利益而言将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您慷慨相助当并成 我们 基金大使， 是原因之一 ？

是的，尤其是在现场徒步远走完默奇森瀑布国家公
园 样的荒野 林、目睹护产林 令人 服的工作时之
后来。他 了 多大集装箱，里面对装 了各种负 网、
长矛和机 陷阱，太令人震惊了。在现场穿越公
园，我们也 眼看到各种负被陷阱捕获 的野生态动物，
目睹了它们 的惨状 ，我们 必须 做点什么让改变这 种负 。

查理·梅休：

我们想问，那 尼罗 河徒步远之旅也 你 眼见证 了沿途居民的实际
 ，尤其是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Murchison National 
Park） 样自然当时野生态 境附近的居民 ，他 所面对 的挑战 和 多
人的 困生态活， 有助当于理解他 在现场面对 偷猎这 和非法贩卖 野生态动物
的高 利 惑 的 扎。



ダイヤモンドは永遠の輝き

forevermark.com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是 地的地 性国家公园， 史十分
悠久。我们 最近与英国“援助当配对计 划（UK Aid Match 
Scheme）”合作时发起“与野生态动物共生态存” 愿活动，
它们也是受益方。我们 的 愿 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们 提供了
与捐赠 款项 等额 的援助当 金。我们 用这 笔 与“送头奶牛（Send-
A-Cow）”慈善机构合作时，向当 地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当。
我们 决心不只要帮助当 地加强国家公园野生态动物的保护产力
度， 要 公园附近的居民 提供生态存生态活所必须需的实际条
件， 非常重要。

确实如此。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公园。有令人惊 的原
始自然当时风貌。实际上，我们 从上世 70岁年轻代开 始的野生态动物
再生态 目， 地 献斐然当时——野生态大象的 量不 回升，而 一
路走 的旅程也 人感 。 些村落现 在现场亦不得不面对 代开生态活的
挑战 。近年轻 ，国家公园周围边的村落现 量不 增加——居民人
 也随之大幅上升—— 必须 造访成人类与野生态动物之间的冲
突。而 种负冲突不只在现场于偷猎这 等额 ， 有野生态大象走 村庄 找
食物的 。它们 会吃掉白菜和其他农作时物， 地居民 然当时会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大象一夜之间便能毁掉居民 一年轻生态存
所需的食物。

因此我们 必须 充分了解 地的困 与需求。我们 样才能真正帮
助当他 与野生态动物和 共生态。 一点也是 个持 多年轻的 目做
得最好、最 得的地方。

役没 有 地人的支持和参与不可能胜利。我们想问，Tusk发起
的多 倡议 ，比如 青年轻 袖和 生态 保护产比 等额等额，都 地社会
立了良好的榜样。否则 ，人 便只看得到眼前利益，去 偷猎这
者，用这野味、象牙或偷猎这渡野生态动物等额手段 取蝇 头小利。人 
会 么让做也是情非得已。但我们 最本 的 是因 他 缺乏机
会，所以我们 得必须 他 造访机会，普及关 于野生态动物真正价值
的知识 与思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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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森·伍德：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护产林 ，有的。我们 必须 找几名护产林 同时关行， 是出于安全考
并且也是有必须要的。我们 得一 始有四个人，后来 其中来两人
不太愿意识 走下去了。所以他 ……我们 基本上是分 段 整
 划的。我们是 ，他 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真的。非常有幽
默感。

但 次徒步远旅程大概花了七到八天来才走出公园。

——地形非常、非常复杂 ，有些地方覆盖着厚厚的灌木丛 。
所以如果一定要沿着河边走——我们本 是 么让 划的，有 候
必须 穿 茂密的灌木丛 ， 非常困 ，而且里面对 可能藏着水牛
或者其它们凶恶 的野 ，与他 正面对接触是很危险的。

走在现场 有灌木丛从的 窄河岸时 ， 然当时可以加快速度，但通过常那
里会有 鱼和河马，所以也要非常小心。我们遇到 两次很危
险的情况，身后来是一只 大的河马，前方 有七八条 鱼虎
视眈眈。

我们 经常会遇上 样的情况。 果我们 决定朝着 鱼方向当冲
去， 然当时有点 背本性，但我们 商量后来 至少比和河马正面对
冲突相 安全一些。

但那段经 真的很刺激励、很有趣。徒步远旅行十分漫长——
整整九个月，穿越六个国家，沿途经 无 座国家公园。

天来 ，要 么让久……

查理·梅休：

 有个 一定要 ，20岁13年轻你 行那 徒步远 征 ，沿着尼罗 河行
走、穿 像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的荒野 ，就一点也 有感
到 害怕吗 ？或者 ，你有 护产林 做保 护产送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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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利文森·伍德 :

在现场你的旅途、或者叫征途中来，尼罗 河徒步远之行只是一个
始，之后来又去了喜欢马拉雅山脉和中来美洲，再然当时后来是阿拉
伯……

—— 很需要胆识 ， 不 ， 些经 ？估计 你得不停地 算和 衡各
种负风险吧。

 然当时，是 样的。

你 才 你不是追求死亡刺激励的人。那么让……

 我们 ， 些旅程和征途就是 了向当人 达我们 之 “真实”的东
西，如果可以也希望给这场能破除一些迷思，挑战 人 的固有 念
以及关 沿途国家地 的偏见证，希望给这场通过 种负方式， 人 提供一
个和只 道 面对新闻 的主题流媒体略有不同时关的信息渠道。

是的。

其实徒步远的 程中来大部分 间都平安无事，只是默默走 很
长的路程 了，所以每次要经 国家公园 我们都很激励动。有
候遭遇一些惊险的事情，更令人 得激励动不已。我们可不是
那种负追求死亡刺激励体 的人，但确实要随 保持警惕， 也
是我们佩服护产林 的原因，他 长年轻累月生态活在现场国家公园里，
风餐露宿， 要随 保持警醒，以防被野生态动物或者更可怕吗
的偷猎这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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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得太 了。

 生态 保护产主题义者而言将，非洲的一大挑战 和第一要务就是自
然当时栖息地的 失；目前广受 注、 然当时也是很有必须要的一
点，就是非法贩卖 野生态动物 取蝇象牙、犀牛角甚至 子身体的
某个器官， 很令人悲伤 。但实际上， 格说 起 真正最大的威
 ， 是生态存栖息地的 失以及关人类足迹的蔓延。

你是否则看到 多 明了 一点的事实？

哦， 然当时有，大量的 据。我们的意识思是，从 去20岁年轻多次出
入非洲的经 看， 种负威 在现场未来还 会不可避免地增长。我们 是
 样，因 地每 夫妻平均会生态五到六个小孩，像多米诺 效
一样， 意识味着会有更多人需要填饱 肚子，村落现也会不 。
 样一 又需要不 大耕地面对 ，人 便 砍伐森林、侵占野生态
 境，我们在现场徒步远走 干达 眼见证 了 一切。人 砍伐 毁大量森
林只 几块做 用这的木丛炭，实在现场令人震惊。

我们曾走 大片大片被 成焦炭的土地，那情景简 直令人 望给这场，
就像世界末日留下的 骸。有一次我们 意识外丛地救下了一只猴
子，因 ，你知识道，情况实在现场太糟糕了。 一切都是人类
造访成的，他 需要木丛柴和煤炭。 很悲伤哀，因 那种负可怕吗的
毁坏继续 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态着。

 有一蹴而就的方法贩卖。因 每次 到人口增长的 ，就会……
人 就会 ——我们 些西方人有什么让 格说要求非洲人不生态孩
子？因 我们 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 程。我们 很早以前也大
量砍伐自己的森林。多少年轻前我们 也 自己土地上的大
象。

我们想问要做的，是 人 看到那些经常被 面对 道的地方，那些
活生态生态的人的故事。希望给这场 些努力是有意识义的。如果你一
路走 ，能 所遇之人的故事 人听，就相 于 予了 些人发
声的 利，否则 他 可能永 有机会从自己的视角 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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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你 才有提到最近 的 和去年轻的徒步远之旅，那是……

《与象同时关行》。

——《与象同时关行》。能跟我们 介绍 一下 ？

去年轻夏天来，我们徒步远穿越了博茨瓦纳 ，想问要赶上群象往奥卡
万戈河三角洲的迁徙之旅。那是一 神奇的体 ，我们和 大
的象群一起，跟着它们 迁徙， 去……去 和了解它们 。

他 有跟您变这得比 熟悉吗 ？

 有一个特别 棒的 地 游，叫卡 （Karnei）。他有高超的
林生态存技巧。他的直 和 大自然当时的了解令人佩服。他可以
非常敏锐 清晰地了解周围 的情况……我们是 ，他就像是和自
然当时界融进这场 一体。他出生态在现场一个 林游牧部落现。所以有他同时关行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也因此能够呛更加接近象群，比我们希望给这场
的 要近。只要 其自然当时、不越矩，就基本上不会有 。

因此， 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但我们 如果真想问 予他 极影
响，那就必须 从教育对入手。我们 了一本 于大象的 。我们最大
的体会就是， 个 程中来必须 要有所 牲。我们的意识思是，必须 切
实着手保护产自然当时生态 域。如果 意识味着必须 划出大面对 的土地
建设国家自然当时保护产公园，那么让就 排除万 去做。但 也意识
味着 地 的居民必须 搬离。因此，必须 要有人能从地方 下
达命令，做出 些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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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甚至 会更少。取蝇决于是什么让地方……

森林……是的。

稀树 草原上的大象 有35万只。而正如你所 的，博茨瓦纳 栖息
着……

12万只，是的。你看……必须 要 快采访取蝇行动。我们希望给这场能在现场
 中来 下自己的重要发 。我们从最早的物种负 和史前 期人类活
动影响 始追根溯源，一直到 代开偷猎这 与 利品狩猎 的 ， 有我们
之前 的 极 ，即栖息地的 失是一切的症结 所在现场。

能够呛和非洲大 最具代开表性的动物接触，实在现场是一种负 以用这
言将 描述的奇妙体 ，你可以近距离地 察、了解象群的行
 、社会 构和某些心理特别征，甚至包括它们 于家庭单 位的
知识与管理。非常了不起的动物。

我们而言将也是一种负荣幸，有生态之年轻能在现场如此 粹的野生态 境中来
度 那么让长的一段 光。奥卡万戈河三角洲的生态 与风貌目
前依旧 保存得十分完好，值得 眼去看看……整个非洲几乎
三分之一的野生态大象都栖息在现场博茨瓦纳 ，因 地属于生态 保
护产 目核心地 ，有能力保护产好它们 的自然当时栖息地。

很棒的旅程。我们想问全程大 60岁0岁公里。 次的精彩体 也激励发
了我们的灵感，希望给这场 一本 于大象的 ，而不只是那 徒步远旅
程。于是我们 了The Last Giants（“幸存的巨兽 ”） 本 ，
副标题 是“非洲大象的兴衰史”。我们知识道 个 名听起 有点悲伤
 ，但 是事实。从我们 事起到 在现场，大象的 量已经差不多减
半了，从一百万只 减到4岁2万只。甚至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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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我们 身处特别 的 代开。气候变这化、 境 、生态 保护产——人类
 些 基本已有了普遍共 ，正在现场不 引起更高的重视。我们想问
我们 都迫切期待地想问要——希望给这场会是在现场今年轻九月的生态物多
样性保护产大会以及关随后来在现场英国 行的气候变这化会 中来， 一
切能变这成 实——就是人 不再把 些 分 看，而是 始 注它们
 之间的 在现场联系。

就拿大象 吧。某些特别殊的植物或 木丛的种负子，只有在现场经
大象的 胃消化并排出后来才能发芽生态长。

正是如此。

在现场我们 以 生态的生态 系统中来，它们 又是至 重要的一部分。一个
功能完善的良好生态 系统，本身就能 生态最好的碳汇 功能。

所以我们 必须 始重视……

 些物种负是重要的基石， 吧。

是的。

希望给这场 种负意识 能够呛不 大和增长。

“重回野生态” 个想问法贩卖 我们惊 。我们 看到世界各地都已逐渐开 始
实施这 方面对的措施这，比如北美的黄石公园，重新闻引入十几
头狼来 有效减少野鹿的 量， 而保护产野草的生态长，同时关 土壤
等额众多元素 极影响——甚至 能 河流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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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些 反应 的效果在现场非洲会更 明 。如果失去大象，非洲的自
然当时 境 遭受巨兽大打击 。

 然当时，如果大象 量 多也会造访成 ——比如博茨瓦纳 的某些地
方就确实受到影响，人 抱怨大象太多了——但那是因
地的大象 于集中来， 境的影响程度高于正常值。

因此我们想问，我们 需要重点考 的是如何 予大自然当时休 生态息的
充足空间。

众所周围知识，大象在现场动物界拥有很高的智商。博茨瓦纳 之
所以拥有 量如此 大的象群，除了成功的生态 保护产工作时之
外丛， 因 周围边国家的象群……

 。它们 似乎都迁徙走了。

——因 偷猎这 者的威 ，它们 迁徙到博茨瓦纳 的安全地 生态活了。

我们听 ——只是道听途 ，不知识真假—— 南苏丹内战 前原本有
大量象群，但 争议一起，大象全都逃到 的地方去了，比如
 干达。 束一周围后来，那些大象又 回到了南苏丹内战。

是不是很不可思 。我们 尚不了解它们 如何做到 一点，但大
象可以通过 声音和脚部的感 器官 程交流。有些科学家曾
 ，大象最 能够呛沟通过的距离是20岁英里。 是不是很神奇，
它们 竟然当时能够呛相隔如此之 向当彼此 递有 危险和偷猎这 者的信
息。

我们 意识 到，即便是 样一个非常、非常 明的物种负，它们 的生态
存最 是需要倚赖 人类的保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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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非洲，您 去 喜欢马拉雅山脉、阿拉伯和中来美洲地 。
在现场那些地方，您也见证到 与非洲相似的在现场生态 保护产和自然当时
境方面对的困 ？

我们 无 走到哪里， 的本源都是人类活动 的影响。

我们出生态的 候全世界有4岁5亿人口。 在现场已经达到77亿了，
且不 的 ， 致气候变这化的“一切源头”最 是人类 量的
 。气候变这化本身并非起因，它们本是人类活动造访成的 果，
不是 ？就是因 个原因，海洋里充 了塑料垃圾。就是因
个原因，动物栖息地不 失且 猖獗。 都是地球人口 量急
 增加所 致的，因 地球就那么让大，人却越 越多。

但 并不是 人口增长本身是个 ， 在现场于如何做到可持 性
增长。在现场于 源消耗。在现场于我们 能否则合理管理和分配对计 源。

令人 憾的是，从消耗等额 的统 据上我们 可以明 看出，美国
或者西 国家 些大经济体的碳汇足迹， 大于世界其他地 ，
 和我们 的供 和食物息息相 。因此从某种负意识义上 ，我们 其
实都一样，就算我们 一个家庭单只生态两个孩子。

但同时关 ，非洲 样的地 生态育对率还 在现场不 攀升。

到20岁50岁年轻，非洲人口 翻一番，最多可达 24岁亿。

联合国 示，全球人口会一直增长到110岁亿才可能放慢脚
步远。我们 在现场差不多有77亿人口，也就是 要想问 全球教育对程
度、 困指数 和 富分配对计达到平衡， 每个家庭单都 得只需生态两
个孩子就足够呛， 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 ，你想问，人
不 生态孩子是因 需要 动力，需要安全感，以免两个孩子
都夭折了后来 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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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医药和科技的 步远延长了人类寿命，孩子 不再
像 去一样容易死亡， 是件好事。然当时而在现场达到一定的文明
程度之前，我们 必须 做好准备，在现场接下 的80岁年轻中来，地球上
增加三十到四十亿人口。

 大象和其它们物种负而言将是否则是一 之灾？只能 ，我们希望给这场不
会。但如果想问要拯救它们 ，我们 必须 马上 始行动。

我们总是 ，想问要做一名好的生态 保护产主题义者，你必须 是一个
 的人。

好在现场我们是 的，有幸 自造访 Tusk在现场非洲大 的不少 目。 眼
目睹了 多杰出的工作时和扎实的成果，我们 也通过 “Tusk生态
 保护产大 ”表彰了其中来一些特别 优秀的 目，有一些您也去
看到 。

如今您 保持着 种负 的心 ？您 我们 能力挽狂 ？

坦白 ，如果只看事实和 据的 ，是很 保持 的。但正如你
所 的，你曾 自踏上 那些土地，和在现场那里付出努力的人
聊 。博茨瓦纳 我们印记象很深刻，那里的 多男人会抱怨， 大
象在现场村里 冲直撞， 踏农作时物、吃掉分配对计 地人的年轻粮等额
等额，所以 他 ——必须 把那些大象 掉的 候——你多少也能
理解他 的心情，你只能，呃……

我们的意识思是，就比如卡 吧，他就 ——好啊，既然当时你 我们
 必须 拯救 些大象，那不如把它们 送 你 ，你 回英国，在现场海
德公园里放生态吧。如果真的 样，你会怎么让想问？—— 很
有道理。

但同时关样的，我们也和 多女性交流 ，她们 却持有完全相反应的
点。她们 似乎看出，保护产 些大象能 地旅游业 不少利益。
其中来一位女性尤其令我们 深刻。她们在现场沼泽 里捕获鱼，用这的是
地非常 统的 子捕获鱼法贩卖。她们跟我们 述了父亲带 被大象所 的悲伤惨状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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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她们：那你 在现场怎么让想问呢？她们却 …… 是她们的原 ，她们 ——
 到底， 究是我们 占了它们 的地 。 里是大象的家园。我们 才
是外丛人。

没错。

Tusk的很多项目都和女性群体密切相关，她们是改变当

地认知和思维方式的主力之一。

当然。还有，如果可以通过教育培养人们的乐观精神、

带来希望、创造就业机会——如果女孩子不需要12岁就

离开学校去结婚，14、15岁就怀孕生子；如果女孩子可

以继续读书，将来还能有机会找到一份工作，那么她们

或许就会等到24、25岁才结婚，自然最多只生三个孩子

左右，而不是五个、十个那么多。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

方向。

您说的对。

在您的众多旅程当中，尤其是在非洲，当地社会是给予

您极大的欢迎和支持？还是觉得你疯了？

人们对……对自然生灵怀抱着某种敬畏之心。但最终还

是得落实到教育上来，尤其是对于女性的赋权，让她们

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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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梅休：

你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后——比如，你车坏了吗？停哪

儿了？——他们基本上就变得热情好客，我在非洲经过

的每一个村庄都受到了热情款待。非常令人感动，他们

相当慷慨，就算物质并不宽裕，哪怕家里只有一只鸡或

者珍藏很久的食物，也会毫不犹豫的拿出来招待你。

我一路上每次做客，都会产生这种感恩的心情。对我来

说，之前也讲过，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世人听非常重要。

因为有许多令人无比动容、无比难忘的故事。比如，有

时候，就拿我的尼罗河徒步行来说吧——我沿着这条被

誉为非洲大动脉的河流前行——当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完

这条河时，他们会问——哦，那得花多长时间啊？一

周？——要知道，在南苏丹或者乌干达的偏远地区，人

们并不了解尼罗河的起点和终点。

实际上，当你跟他们具体描述时，不能说：我要徒步去

埃及，因为他们不知道埃及是哪里。你要说去坎帕拉，

那是大约200英里外的城市。他们就懂了，还会觉得不

可思议——你怎么可能走着去坎帕拉呢，为什么不开车

去？

非常好玩。因为经常会有人特别好奇地问，我今天能加

入你们的徒步吗？

——和你同行。

真的有人和你们一起徒步吗？

我正准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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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是的。当地人。有的人希望帮我拿行李，做我

的行李工。但大多数人只是说——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

别的事做，可以跟你一起走吗？——一路上总能遇到这

样的事，这体验非常棒，因为太好玩儿了。

想必你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吧？

查理·梅休：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我在尼罗河前半段徒步时的向导，是一个叫做波斯顿·

恩都勒（Boston Ndoole）的刚果人，作为难民在乌干达

生活。他跟着我一起走了差不多五个半月。

你一开始怎么找到他的？

我之前去过东非的一些地方，算是有一些人脉，于是四

处打听了一下。我说——找人和我一起徒步旅行，大概

一年的时间，有没有熟人推荐？——几乎所有人都推荐

波斯顿。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跟我说：只有他会愿意

徒步。他的确如此。他很积极。他喜欢探险。也是个真

性情的人。非常有趣。说实话，这样一场徒步征程，还

真得有一个这样的伙伴不可。你需要一个强壮的同伴，

不需要你照顾，身体素质过硬又不会抱怨。但最关键

的、也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性格有趣，因为

我们需要互相鼓励打气，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而他

满足以上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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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自然。是的。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还专门去看

望过他。他现在已经搬去荷兰居住了。就是这样。以后

我会去阿姆斯特丹看他。

南苏丹，我到那儿的时候是2014年的3月，内战已

经……战火在2013年12月的时候已经全面爆发。可以

说，我是逆着那些流离失所、打算逃离战火的难民而

上。所以没错，确实挺艰险的。比如尼罗河上有个叫波

尔（Bor）的小镇，简直可以说是被战火夷为平地。那里

发生了许多悲惨的故事。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改

善。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如您所言，幽默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但一路上肯定也有

很多沉默的时刻。有没有过大家不想并肩同行，前后拉

开二十几码的距离的时候？

说来也奇妙，我们从没产生过矛盾，这简直是太棒了。

我想原因有二，我们都享受对方的陪伴，又不介意自己

一个人独处。所以确实就像你说的，有不少沉默的时

刻，但那也是很好的体验。主要是我们相处很愉快。真

的非常不错。

在这场尼罗河徒步之旅中，尤其是当你往乌干达北部

走、抵达苏丹及更北部地区，有没有过——我主要是指

苏丹，我猜那片区域有各种反抗活动，按理来说应该很

危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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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往北经过这些区域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猜越往北方走，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少？

利文森·伍德：

查理·梅休：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其实南苏丹曾经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我认为它至

今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

就您的经验来看，不只是整个非洲，还包括其它大陆，

您认为这样的局面对于商界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对于企

业而言，承担起这样的重要角色，为Tusk这样的慈善机

构提供支持有多重要？

非洲水羚羊。

没错，非洲水羚大迁徙，白耳水羚。尼罗河与埃塞俄比

亚之间有一大片土地——一片荒野。内战期间军队被迫

要进入丛林，为了生存他们只能见什么吃什么。很遗

憾，在我们的徒步之旅中，也曾雇用过军人同行，保护

我们的安全。每次只要发现羚羊的踪迹，他们就会举起

AK-47射杀。他们……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是他们的

食物。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当时正在与圣主抵抗军打仗。这导致那里的羚羊数量锐

减。这样的事在刚果也能见到。

很遗憾，只要暴力还在，只要战争尚未结束，只要贫困

与饥饿尚未消除，野生动物想要生存就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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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想要依赖非洲这片土地经营业务，都面临这份不

可推诿的重要责任，尤其是从事与自然相关业务的组织

或公司。比如Forevermark永恒印记，我知道他们在保护

生态环境方面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努力，他们建立的生态

缓冲区极大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野生动物繁衍

生息的重要土地。

我想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肩上的这份责

任，明白人类可以通过努力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希望

这种意识能够进一步扩大，将这一重要信息传播开来。

现在人们都很关注生态保护，我想那是因为人类已经走

到了一个重要的交叉路口，我们知道如果再不行动，就

真的来不及了。

查理·梅休：

利文森·伍德：

利文森·伍德先生，真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你，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