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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在这里"住
院%的海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就是一
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利益#对其进行捕杀$

叶政廷说# 现在濒危的海龟品种越来越少
了#如果不尽早行动起来对它们进行保护#

就会有灭绝的那一天$

他希望动物保护的意识深入到每个人
的心中# 今后能有更多的人能投入到拯救
海龟这一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同时大家也
应该从身边做起 #保护海洋环境#还海龟
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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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上午# 在陵水新村附近
的海面上# %&&国际海龟救助组织 '()*

+,-./)0 %112 携手海航集团和陵水边防官
兵# 成功将一只重达33!斤的海龟放生$

鉴于新村附近的海域设有重重渔网# 当
地的边防战士特地驾船将海龟送至一片
安全的海域# 使其重新回到大海的怀抱$

这次放生的海龟是一只雌性绿海龟#

名字叫"星蓝%'0.*- 4/,)5#长达一米多#宽
约一米#体积之大#实属罕见$ 据介绍#这
只珍贵的绿海龟是被当地的渔民误捕到
的$ 当时#它因长时间被卡在渔网里而陷
入了昏迷状态#生命岌岌可危$经过%&&国
际海龟救助组织紧急抢救#"星蓝%慢慢地
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现在已完全康复#将
其放生的时机也已成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放生的海
龟身上# 志愿者安装了一个67(卫星定
位装置$ 借助67(装置# "星蓝% 的行
踪将一目了然# 也能清楚知道海龟的生

活轨迹$ 弄清楚这些问题# 这只珍贵的
海龟不仅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同时对人
类研究海龟也带来一定的帮助$

据悉# %11国际海龟救助组织自3!!8

年创办以来# 先后救助过上百只海龟$

可是由于该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公益
组织# 无能力储存并记录每一只被救助
过的海龟的详情$ "最好的方法是给放
生的海龟注入体内标签或打上体外标签#

这些标签就像是海龟的 )身份证* 一样#

以后如果再次遇到# 就能第一时间知道
海龟的情况$%

然而安装海龟标签的代价十分昂贵#

创办人叶政廷告诉记者# 今年3月份以
来# %11国际海龟救助组织已经和海航集
团建立合作关系# 海航集团非常支持%11

国际海龟救助组织所从事的事业# 并表
示愿意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凭借海航
集团的资源优势和良好声誉# 这个年轻
的公益组织将会开展更为深入的海龟保
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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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陵水新村渔港的渔民打渔时
误捕到一只绿海龟#随后就交到了当地的
边防派出所$ "送来时海龟已经昏迷了$ %

%11国际海龟救助组织创办人叶政廷说#

他们现在与当地边防派出所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一有关于海龟受伤害的消息#就
能及时通知$ 这只被误捕的海龟#由于当
时的渔网较紧#导致昏迷#"海龟昏迷后就
不动了$ %叶政廷说#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海龟已经死了$

在这个海龟救助医院内#并没有穿白
大褂的医生#全都是穿着志愿者服装的志
愿者$ "有些志愿者已经会一些基本的救
助$ %

对于昏迷海龟的救助#必须要在39小
时内完成$叶政廷介绍#海龟刚被送来后#

要把海龟平放在一个模板上#并让它头向

下#使体内的水流出来$ 第二步就是将海
龟固定好# 开始给海龟体内输送葡萄糖&

氨基酸等营养液# 并向其体内注射维他
命+"昏迷的海龟呼吸困难#就需要人工输
氧$%叶政廷说#给海龟人工输氧的方法与
人类大同小异#就是往海龟嘴里放一个管
子#另一边接氧气机#通过管子向海龟体
内输送氧气#帮助其呼吸$

这样的工作要一直做到海龟醒过来
为止$ 据介绍#救治昏迷的海龟最佳时间
为39小时#如果在39小时之内海龟没能醒
过来#就证明海龟已经失去生命$ 如果在
39小时内海龟醒过来了#就会把它放到水
里#通过观察判断它的健康情况$"如果它
们能自己吃东西了# 就说明已经健康了$

否则就需要人工向它们体内输送葡萄糖&

维他命支撑体力$ %

绿海龟:*;<0=>在这里也生活了有大
半年的时间了# 由于体表颜色有黑有白#

就取了与歌手迈克,杰克逊相同的名$"它
患了皮肤病和白血病$ %叶政廷指着它脖
子处介绍$ 记者看到#这只海龟脖子及两
只前脚的地方都有掌心面积大小的腐烂#

脖子腐烂处的边缘略微翘起# 似乎要脱
落$ 据介绍#这只海龟当初被送过来时四
只脚及脖子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在志
愿者的精心照料下#两只后脚的腐烂已经
痊愈#前脚腐烂处的皮肤也在逐渐向好$

治疗这种疾病的海龟#除了要对病患
处进行消毒外#还要用药膏涂抹$"治疗皮
肤病的药膏即可$%叶政廷说#现在他们每
天都要给:*;<0=>抹药#"它现在能自己吃
东西了#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

据介绍#这只海龟是边防民警在海上
巡查时发现的# 当时只认为它得了皮肤
病#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才得知#这只
绿海龟还患有白血病$ "和人类患白血病
一样#是无法治愈的$ %叶政廷说#最简单
的区分方法就是看龟壳颜色#正常绿海龟
龟壳的颜色为黄色&红色&咖啡色的混合
颜色#看上去很漂亮$ 而这只海龟龟壳的
颜色近乎白色#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色彩$

"这是因为海洋污染造成的$%叶政廷
说#现在海洋污染较为严重#影响了海龟
的生存环境# 导致一些病菌侵入海龟体
内#使其抵抗力下降#当不同病菌种类达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发病变$ 对于
这只海龟#志愿者们将作为案例#在省内
学校巡讲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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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壳就好比是海龟的保护铠甲# 一旦铠甲被破
坏#除了会被"毁容%外#内脏还可能会遭到破坏$

在这里# 记者见到了一只被船桨打坏龟壳的玳
瑁#志愿者给它取名为(?)//@=>$

据介绍#(?)//@=>已经在这里生活两个多月的时
间了#龟壳在志愿者的精心救治下#伤势已经逐渐好
转$ "(?)//@=>现在身体状况还不是很好#不能自己吃
东西$ %叶政廷介绍#每天他们都会给(?)//@=>体内注
射营养液#保持它的体内能量$

对于龟壳破坏的海龟#除了要输营养液外#还要
使用乌龟专用的药膏擦到伤口上#让其慢慢治愈$ 但
遗憾的是# 这些被伤害的海龟龟壳即使是长好了#也
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了#它就要永远"穿着%被毁容的
外衣$

在采访中# 记者见到了叶政廷给(?)//@=>输液的
过程$ 只见叶政廷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将这个A斤重的
小家伙弄上岸$ 它的"病床%是一个乌龟形状的泡沫
板$ 当工作人员将乌龟放在"病床%上时#它就停止挣
扎$ 工作人员一边调试针水#一边用手一遍遍抚摸着
海龟的背部$

"海龟全身是硬壳#往哪里输液呢- %记者问$叶政
廷介绍# 给海龟输液的药水和针管与成人用的一样#

给海龟打针是在它右侧脖子与肩膀交界处#这里的肉
比较软$

当叶政廷把针管调试好拿到海龟面前时#刚刚还
老老实实趴着的小家伙开始乱动起来#就好像我们经
常在社区医院看到要给小孩打针时#他们使劲叫喊抗
拒打针一样#海龟也会用乱动来抗拒打针$ 这时候需
要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将海龟的头部&两只前脚&身体
等部位固定住#另一位就开始给海龟输液$ 针头从海
龟右侧肩膀处扎进去#当成功注射后#不是像人们平
日打针一样固定# 而是需要人工用手一直捉着针头#

直到完成输液$

刚输液没一会# 这只调皮的小家伙开始乱动#导
致针头被拔出$无奈之下#它只能挨第二针$也许是针
头很疼#在这个输液过程中#这只小海龟一直在不停
地动$输液完成后#它又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作
为安慰#医护人员又用手不停地抚摸海龟的背部$

叶政廷说#(?)//@=>完全康复还需要9至$个月的
时间#这段时间因为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情绪显得
有些低落$ "生病的海龟就和生病的小孩一样#都没有
精神$ %叶政廷说#在海龟痊愈前#每天都要给海龟注
射维他命等营养液为它们补充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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