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5日，因为要联系唐古拉山镇当
地政府、部队等共同参与斑头雁保护，成
都商报记者随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负责人
杨欣从班德湖回到唐古拉山镇的“长江
源水生态保护站”。其后，成都商报记者
走访了沱沱河气象监测站、沱沱河水文
监测站，了解长江源头的生态环境变化。

降水增加39%植被正在减少
沱沱河河床大面积裸露在外面，冰雪

融化的水流顺着河床流淌，形成许多分叉
的渠道，穿过沱沱河火车站的轨道。在火
车站后面的河床两边，绵延了很长的用来
治沙的土方格沙障，是这个季节沱沱河唯
一的绿色。

4月26日上午，唐古拉山镇天气
晴好。顺着沱沱河堤坝走，在河流裸
露出来的靠岸河床，随处可见啤酒瓶
等垃圾。

当天下午，天气突然转阴，狂风大
作，细沙肆虐。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沱沱河
气象监测站。站长鲍义祥介绍，和以往相
比，这样的大风天气已经算“温柔”了。
2011年，监测站数据显示，沱沱河区域年
均气温为-2.9℃，比1971年~2000年30年
间的年均气温升高1.3℃。而从温度整体
变化来看，气温也是不断上升的走势。

随之而来的是降水增多。2011年，沱
沱河年降水量为382.8毫米，比1971年
~2000年30年间的年平均降水量增加
39%。自2006年起在气象站工作以来，鲍
义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温升高、降水
增多以后，大风天气减少了，镇上居民生
活要稍微舒适些了。但同时，沱沱河区域
植被在减少，有沙化迹象。

不过，就在今年2月份，包括沱沱河

在内的青海部分地区出现连续10余天雪
灾，很多牧民生活受到影响。而长江源地
区1986年发生过一起重度雪灾后，20余
年间从未发生过雪灾。

年径流量剧增冰川不断退缩
沱沱河水文监测站数据显示，1960

年~2009年，沱沱河年径流量呈增加趋
势。1960年，沱沱河年径流量约为7.5亿立
方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数据曾几
次下降到3~5亿立方米。从上世纪90年代
开始，沱沱河年径流量开始剧增，最高时
达到约20亿立方米，而最低的年径流量也
约为9亿立方米。

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认为，除了雨
水补给，沱沱河径流量增加的原因就是
冰川融化。绿色江河对外发布的数据称，
1969年~2007年，长江支流尕尔曲的源头
岗加曲巴冰川最大表面冰体退缩距离超
过4000米，平均退缩距离超过2800米。而
长江正源沱沱河的源头姜古迪如冰川，
1969年~2010年间，姜古迪如北支冰川退
缩长度超过700米，姜古迪如南支冰川退
缩长度超过1200米。

尽管这些数据曾引起过争议，但中
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冰川专
家蒲健辰认为，受环境气候变化影响，长
江源冰川出现以退缩为主的巨大变化是
不争的事实。当冰川退缩到一定程度超
越临界点时，会发生崩溃，使水资源枯
竭，河流径流锐减，甚至断流，那是可怕
的后果。蒲健辰表示，气候变暖，冰川萎
缩，必然会对长江源区植被、动物的生存
产生影响。因此，对于斑头雁等野生动
物，如果不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保护就无从谈起。 成都商报记者祝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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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这几天，班德湖的斑头雁数量越
来越多，深圳观鸟协会秘书长董江天
将志愿者分为4组，围绕班德湖4个点
位对斑头雁进行调查。从4月28日的
统计看，已有约470只斑头雁聚集到
班德湖。透过望远镜，能够看到它们
在湖心岛上“踱步”，偶尔到冰面上
滑行，然后飞向天空。
随着温度升高，班德湖面的冰层开

始逐渐融化。董江天欣喜地发现，一些
斑头雁已出现互相追逐、两两仰天鸣叫

的现象，“这证明它们在配对”。不过，
大多数斑头雁还没有开始追逐配偶。董
江天认为，这些斑头雁还处在聚集过程
中，还需继续观察。

在观察中，志愿者们也发现了3
种猛禽，分别是红隼、胡鹫及大鵟。这
些会不会威胁到斑头雁的蛋及将来
孵出的幼崽呢？董江天表示，这3种猛
禽主要以高原鼠兔、动物腐烂尸体等
为食，不会威胁到斑头雁的繁殖。
成都商报记者祝迅摄影记者陶轲

470只斑头雁
齐聚班德湖“相亲”

沱沱河气温40年间
升高1.3℃
沱沱河气象监测站：气温整体不断上升，降水增多专家称气候变暖将加速冰川退缩

●2011年，沱沱河区域年均气温为-2.9℃，比
1971年~2000年30年间的年均气温升高1.3℃

●2011年，沱沱河年降水量为382.8毫米，比
1971年~2000年30年间的年平均降水增加39%

●1960年~2009年，沱沱河年径流量也呈曲
线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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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律师会组团援助

成都商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近
年来， 不少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件背后，

都有律师团的介入和推动。“从法律上
说，检察官和律师作为控辩双方，地位
是同等的，法院需要的是居中裁判。”张
凯律师向成都商报记者谈起律师团的
作用时认为，现实中由于辩护一方的弱
势，在法庭上和检察机关的对抗力量不
足，因此，律师组团形成合力来对抗检
察机关，依靠团队的力量对司法机关在

程序上的瑕疵甚至是违法行为提出辩
解，确保法律规定予以落实，提高个案
审判质量，推动司法进程。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查委员会委
员、 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周礼文检察官
也认为， 律师团的出现改变了单个律师
势单力薄的局面，形成了团结力量，对于
公诉机关而言，形成对抗性的力量，双方
都可以从抗辩中共同进步， 从而推动法
制进步，对提高案件质量是有好处的。

律师组团
是法律援助还是想出名

对于越来越多律师组团现象， 作为
当事人，朱明勇觉得，现在还说不清楚今
后的发展趋势，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特别是媒体的广
泛关注， 律师团的律师们也备受社会关
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他们个人的知名
度。网络上，在赞扬这些律师具有正义感
的同时，也有声音质疑律师的初衷，是否
有个人想名利双收之嫌。对此，朱明勇说，

虽然律师团是一个整体，律师团成员不论
出于何种目的加入律师团，但事实上都是
为单个的被告人进行辩护，在调查案件事
实和法律适用上，都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
识尽职尽责在为当事人的权利而努力，律
师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效果才是律师
团最重要的内容，正面效果更大，“律师想
出名也无可厚非，很多企业不也通过广告
等方式宣传自己吗？”

成都商报记者蔡小莉
江苏常熟摄影报道

解疑律师团
班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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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上海、湖南等全国多
地的20多名律师组成公益

律师团，介入江苏常熟“6民工自卫
案”，目前，经重审，6民工都获轻判。

公益律师组团介入全国影响性
大案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司法界人
士指出，律师组团可以增强辩方力
量，形成了对抗性力量，控辩双方都
可以从抗辩中进步，推动法制进步。

6名公司员工持菜刀
对抗闯入办公室的24名砍刀男子

司法界人士指出律师组团可以与公
诉机关形成对抗力量，提高审判质量，推
动法制进步。

重审后虽只有主犯何强一人被判处
实体刑，但6民工已经全部上诉至苏州市
中院

江苏常熟“6民工自卫案”成网络热
点，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知名律师组团
免费援助

个案成网络热点
微博转发上万次

湖南湘潭人张洪峰的微博认证
身份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315系
统建设工程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在网
络上知名度很高。去年9月，张洪峰在
网络上看到了“农民工勇斗砍刀队”
的视频。网络视频资料显示，2011年4
月2日12:45:28，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忠
发投资公司二楼办公室里，24名男子
手持砍刀闯入，6名湖南打工仔手持
菜刀等“武器”奋起反击，将整个“砍
刀队”赶跑。
“我看完视频后感觉农民工很英

勇。”张洪峰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到，
然而视频下方的一段文字说明却让张
洪峰感到“不可思议”。文字中说，作为
打斗中守方的6名打工仔已经有5人被
判处3年有期徒刑，剩余一人因是未成
年人而另案处理，而提刀上门的砍刀队
24名成员竟无一人被抓，帖子中还留了
一个手机号码。张洪峰给帖子中手机号
码打过去，接电话的人自称是农民工方
第一被告何强的家人，对方声称帖子中
内容完全属实。为核实真伪，张洪峰让
对方给自己发一份证据材料。很快，一
份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1）熟刑
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书的扫描文件
通过网络传到了张洪峰手里。判决书上
认定，包括何强在内的6人都是常熟市
忠发投资公司员工，何强在得知曾勇等
人要来闹事，可能发生斗殴的情况下，
纠集陈强等5人准备斗殴器械，最终何
强等人在忠发公司与曾勇纠集的多人
发生殴斗，至公司内大量物品被毁，数
人受伤，已经构成了聚众斗殴罪，判处
何强等5人有期徒刑3年，判决时间为
2011年8月15日。
9月26日，张洪峰在自己的微博里

上传了关于此案的第一条视频微博
“关注湖南六名英雄打工仔”。短短几
天内，这条微博便成了网络上的一个热
点。此条微博经传播后转发达到上万
条，评论数也有3千多条。

网上征集律师团
众多知名律师报名

确定此事的真实性后，张洪峰给何
强的母亲苏金林打电话，约在长沙的湖
南金州律师事务所见面。这次会面，让张
洪峰产生了联系其他律师，对何强一方
进行免费法律援助的想法。
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在微

博上看到张洪峰发的视频，主动联系上
张洪峰，两人就成立律师团对何强等6人
进行法律援助的想法不谋而合。大约就
在同时，江苏开炫律师事务所律师虞仕
俊也看到了这段视频。虞仕俊用私信联
系上张凯律师，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对何
强等6人的公益律师团。在张洪峰和张凯
的共同呼吁下，来自全国的15位律师表
示愿免费为这6名湖南打工者维权。律师
团成员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
友、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明勇，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誓华等
人。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律师团很多律
师都是其所在律师事务所主任。
除了联系律师援助此案，张洪峰还主

动找到湖南本地的媒体，让更多人关注。

律师团首次会面
统一思路明确分工
律师团全面介入此案后，开始和苏州

市中院取得联系，律师团的辩护思路很统
一：在二审为何强等5人作无罪辩护。2011
年11月23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判决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裁定：撤销常熟法
院刑事判决；发回常熟法院重新审理。
11月30日晚，来自北京、湖南、江苏等

地的律师首次齐聚常熟，组成律师团免费
援助6位农民工，除了李毅夫的辩护律师
已经确定，对其余5名农民工的辩护律师
进行了分工，因每名被告人最多只能有两
名辩护律师，其余的律师团成员作为律师
团的顾问出席会议。律师团的召集者张洪
峰以协调人和新闻发言人身份出现。当
天，律师团还首次针对案情召开研讨会。
常熟市法院给为6农民工做免费法律

援助的律师团发来的《出庭通知书》显
示，此案将分为三案审理：曾勇等“砍刀
队”一案将于2012年3月19日开庭审理，
何强等5农民工案将于3月21日审理，未成
年人李毅夫（6

农民工之一）案将于3月22
日审理。张洪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此后
又有多名律师加入律师团，目前该律师团
的成员已经达到20多人。

民工重审获轻判
不服判决，上诉

3月21日至3月30日，何强案开了
整整10天。律师们为何强一方作了无
罪辩护：3月21日第一天开庭的上午，
开庭初始，律师们就纷纷指出公安机
关提供的一份证人询问视频为非法证
据，要求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庭审继续进行时，律师团成员们屡屡
绕圈式迂回发问。
4月12日，常熟市人民法院对何强、曾

勇、李毅夫等三个案子同一天作出宣判，
常熟法院未采纳“菜刀队”何强一方律师
团所作的“正当防卫”辩护，认定“砍刀
队”与“菜刀队”的聚众斗殴罪名均成
立。其中，“砍刀队”主犯曾勇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半。“菜刀队”主犯何强被改判
有期徒刑一年半。张洪峰说，何强等6人在
上一次审时，5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发
回重审后只有主犯何强一人被判处实体
刑，3人缓刑，另有两人被判免予刑事处
罚，这个结果比此前轻了很多。
“这个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全

部上诉。”张洪峰和张凯律师均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常熟法院一审宣判后，何强等
6人已经全部上诉至苏州市中院，目前正
在等苏州市中院的开庭通知。

来

没有硝烟的战场奇怪的判罚

庭审现场

是犯罪，还是自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