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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歌只向
鸟儿吟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跟着大雁去迁徙”发起人周自然，
是一位鸟类卫士、“湖南省最美志愿者”，
同时也是一个颇有国学功底的诗人。 每
次观鸟立碑，他都横槊赋诗，真心流露，
颇有古风。更重要的是，这些事都能做到
知行合一， 很好地记录和推动了生态文
明的进步。

2013年春天， 周自然独自驱车，由
湘入赣，到鄱阳湖吴城古镇后坐以待旦，
送雁北迁。在烟雨江南，想起“寒雨连江，
平明送客”， 吟诗一首：“我生前世是情
痴，去报渔讯与春知。 楚地东风吴城雨，
正是芦雁北归时。 ”

梅妻鹤子之心，溢于言表。
2014年，周自然前往河北乐亭县大

清河盐场观鸟， 看到当地护鸟志愿者田
志伟自建候鸟保护站， 将淡水灌入盐碱
地，让南来北往的候鸟能到此饮水栖息，
为之动情，赠诗一首：“燕赵凄凉地，东临
碣石边。 立碑僻静处，而无车马喧。 鸟痴
田志伟，淡水注盐田。 解得征途渴，临别
舞蹁跹。 ”

2016年10月，江西鸟友来电：九江
东湖的天鹅迟迟没有迁徙过来， 不知何
故？周自然随即赶往江西，发现因下游湖
泊施工，东湖水位降不下去，导致水草长
不出来， 小天鹅没有食物可吃， 所以不
来。 他当即向有关部门提了建议。 次月，
得知7000多只小天鹅回到东湖，他觉得
了却一桩心事， 不禁赋诗两首：“江河巨
变变于微，忽报东湖少鸟飞。南有嘉邻奔
走急，浔阳雁去几时回。”“楚客吴翁两鸟
痴，今秋却遇雁迟迟。 白露为霜西风起，
吹来万羽满鹅池。 ”

湖南日报社岳阳分社牵头组建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 护豚护鸟， 坚守洞庭
湖。 他写了一首《卜算子 赠江豚保护志
愿者》，给予志愿者极大的鼓励：“沅湘绕
吾宅，洞庭濯我足。 渔舟唱晚水云间，一
旦风波恶。 芦雁是吾邻，江豚是吾诺。 铜
琶铁板大江流，何以笙箫默。 ”

2016年，黑龙江省宝清县发生人为
毒鸟案，致使数百只雁鸭死亡。 次年，周
自然在北大荒立碑警示，并赋诗一首，刊
于碑上，读者无不动容———

“千山在翼下，万里一春秋，梦里天
堂归有信，叫我如何不想他。

蒹葭苍苍起，道路阻且长，伊人总在
水一方，叫我如何不想他。

亘古之荒野，兆万年鸟途，鸩饵以待
双飞客，叫我如何不想他。

彼五德之禽，变惊弓之鸟，鸿鹄梦断
大荒间，叫我如何不想他。 ”

跟着大雁去迁徙， 到俄罗斯的栖息
地考察立碑，是周自然多年的梦想。在朋
友们的帮助下， 今年4月16日终于成行。
周自然非常激动， 赋诗一首：“衡阳雁去
知何处？桃花流水必有源。我欲乘风追万
里，跳踉北海窥虞渊。 ”

进入俄罗斯， 他们护鸟立碑的故事
早已被俄罗斯民众知晓。 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两地的民众以最热
烈的方式欢迎了他们，组织市民、学生为

“跟着大雁去迁徙”08号碑举行了隆重的
揭碑仪式。 万里相逢一鸟缘， 岂能无诗
呢？周自然改苏轼诗一首，极其应景：“北
树遥闻已著新，黄沙穿透绿丝巾。不辞路
远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洞
庭月， 湖山应梦武林春。 单于问我身家
世，鸿雁传书第二人。 ”

“鸿雁传书第二人”，也是生态文明
的先行者！ 这就是一个环保志愿者的光
荣和梦想、一个湖湘子弟的诗与远方。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从2012年开始，
“跟着大雁去迁徙”活
动志愿者在候鸟重要
栖息地和途经地立碑
的时候， 很多人根本
不了解其中的深意。
现在，“跟着大雁去迁
徙” 活动已在俄罗斯
立到第8块碑了。每一
块碑都能够记录一个
重大事件， 或者一个
生态问题， 越来越彰
显出迁徙标志的重要
性与前瞻性。

洞庭湖01号碑，
是“跟着大雁去迁徙”
活动的开篇之作。 它
明确展示了“跟着大
雁去迁徙” 活动的方
向和内容， 同时也得
到了各级政府部门、
国内外众多环保组织
和广大志愿者的大力
支持。

2016年， 洞庭湖洪水把01号碑拦腰
折断。长郡教育集团师生自发募捐，重建
此碑。 在碑上，记录了小白额雁全球迁徙
路线的重大发现。

江西鄱阳湖02号碑记录了豆雁“黑
豆”在山海关被伤害，引发全国志愿者紧
急联手、共同救助的过程。

设立在中、蒙、俄边境的呼伦湖03号
碑，记载了在洞庭湖过冬的豆雁“汉南”
的迁徙路线。

设立在中、俄、朝边境的吉林省珲春
市04号碑记录了“保护地友好”体系用最
和谐的方式保护东北虎和大雁的理念。
而今年5月初发生在04号碑旁的毒鸟案，
直接拷问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更加凸显
了活动的预见性和宣传教育意义。

河南省长垣县05号碑记录了2014
年冬天在黄河滩涂大鸨的越冬地被人为
投毒后大量的雁鸭死亡、 志愿者含泪保
护的过程。

河北省唐山市06号碑记录了渤海湾
迁徙鸟道的危机， 志愿者田志伟孤身保
护候鸟、最后得到政府部门认同的事实。

黑龙江省双鸭山07号碑记录了2016
年宝清县的毒鸟案， 同时埋葬了该案中的
部分雁鸭，彰显了生命的尊严。

俄罗斯犹太自治州08号碑记录了洞
庭湖苍鹭和小白额雁的全球迁徙路线，
开启了中俄民众共同守护鸟道的新局
面。

尊重所有的生命，是“跟着大雁去迁
徙”活动的主题。

从小天鹅“大乔”“小乔”“文文”“春
春”“涛涛”，麋鹿“点点”，豆雁“黑豆”“汉
南”，苍鹭“鹭鹭”，斑头雁“卓玛”，白枕鹤
“超超”，斑嘴鸭“冬冬”，到小白额雁“寒
寒”“沁沁”，白尾海雕“巍鹏1号”，白鹤
“419”和“枪生”，灰鹤“伊伊”，还有5月9
日放飞的豆雁“图图”、白额雁“信信”(本
次图们江口的敬信湿地救助)，每一个生
命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被记录在案。

对那些被救助的生命，始于爱，继以
关怀和牵挂；对那些逝去的生命，同样始
于爱，止于尊重。2017年4月27日，志愿者
黄喜民将一年前中毒致死的雁鸭隆重安
葬在07号碑下面，顿时大雨如注；2018年
5月1日，珲春毒鸟案发后，一对比翼双飞
的绿头鸭被葬于04号碑前， 霎时间又是
风雨交加，亲历者无不动容。

800年前，诗人元好问有感于一对大
雁不离不弃、以死殉情，怀土葬之，取名
“雁丘”，并以一首《雁丘词》流传千古。 而
“跟着大雁去迁徙”活动立碑护雁，就是
这种尊重生命的精神的传承。

接下来，活动还会沿着大天鹅、凤头
蜂鹰、斑尾塍鹬的路线，先后到我国新疆
以及日本、印尼、新西兰和美国去立碑，
让鸟道上的民众感受鸟类迁徙的壮丽与
艰辛。

那些有幸被拯救的生命， 以及不幸
逝去的生命， 还有那些痴情守护候鸟的
志愿者，将会被分布各处的大雁碑铭记！

天涯明月伴迁徙
———中国环保志愿者首次出境护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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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每日数百里奔走， 每日无数次停车调
查、宣传……“跟着大雁去迁徙”志愿者，人
人都是环保“播种机”。

5月1日，他们抵达吉林省珲春市，洞庭湖
-双鸭山-犹太自治州（俄）小白额雁“寒寒”和
苍鹭“鹭鹭”迁徙跟踪守护活动，在敬信湿地
“跟着大雁去迁徙”04号碑收官。 当天9时，志
愿者却在此地发现大雁被毒杀事件， 紧急下
车抢救，救活2只大雁，13只雁鸭不治而亡。

发现毒源是当地农民刚播种、经过种业
公司拌药的玉米种子， 湖南环保志愿者周
自然领衔给国家和吉林省林业部门去信，
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农鸟”矛盾。 5月5
日，吉林省林业厅下发《关于加强野生鸟类
保护工作的通知》，全省动员，确保春播种
子全部覆土，以免畜禽误食。黑龙江省亦以
此为鉴，连下3个通知应对。

5月9日， 吉林省珲春市林业公安和当
地志愿者，将5月1日救助的豆雁“图图”和
白额雁“信信”放飞。

这，无疑是本次“跟着大雁去迁徙”万
里征程中出现的最大意外，也是最大收获。
这也让志愿者感到十分欣慰。

� � � �“跟着大雁去迁徙”，是周自然（微博名
“大雁去迁徙”） 发起的全球跟踪并保护迁徙
候鸟活动：当大雁从头顶上飞过，拍下来，发
一条微博，传向全世界，描绘出大雁迁徙的轨
迹，而受众正在“跟着大雁去迁徙”。

这是一个随手公益活动，通过摄影、摄
像、微信和微博方式，同步报道候鸟栖息地
和途经地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体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

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候鸟
栖息地与途经地民众通过大雁心手相牵，形成
一个迁徙候鸟的信息链和守护链，协助政府职
能部门保护了候鸟和它们的栖息环境。

周自然联手科学家、志愿者、湖南高科技
企业“环球信士”，利用全球领先的鸟类卫星
跟踪技术， 对候鸟对象进行精准的定位和跟
踪，一次次创造了野生鸟类保护史上的奇迹。

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高度重视民
众对湖湘文化和生态文化的体验。 长郡双
语实验中学、 麓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等都把
每年的“跟着大雁去迁徙”送雁北迁仪式，
作为学生走进大自然、亲近洞庭湖、了解湖
湘文化的必修课。

3月25日，周自然通过解读“环球信士”历
年对大雁跟踪的信息和当时的天气状况，向
网友准确预报了小白额雁“寒寒”从洞庭湖起
飞的时间。 网上一片惊呼！ 大家意识到，人类
正在用自己的知识解开大自然的奥秘。

活动的公益性和科学性， 激发了不少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国家级浏阳经开区、
《汽车与运动》杂志、广东开思生物科技、知
名食品企业“金磨坊”、湖南标拓等单位，都
加入支持本次活动的行列。

� � � �关于候鸟迁徙，人们有太多的问题。 它
们怎么定位？ 每年的路线是否相同？ 速度是
多少？ 连续飞行时间多长？ 怎么应对突发情
况？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太希望了
解迁徙的奥秘。

2014年3月8日，“鹭鹭” 从洞庭湖放飞
后，依次飞经湘、鄂、豫、鲁、津、冀、辽、吉、黑
等省，4月12日飞入俄罗斯。 前后历时一个
月，行程6000多公里。

“一定要到俄罗斯去看看！”这是志愿者
的期待。

2014年7月18日，周自然用“大雁去迁徙”
的微博名发布了《一只苍鹭迁徙的秘密》：“凤鸟
至，河图出。一叶落而知寒，一鸟归而知秋。戴有
洞庭湖环志的苍鹭，在俄境内栖息3月。 ”

2014年11月28日， 沈阳理工大学环境
学院生态教研室主任周海翔教授来到湖南，
与岳阳市江豚保护志愿者前往洞庭湖核心
区寻找“鹭鹭”……

经过近4年准备，4月16日， 湖南志愿者
与东北志愿者周海翔、王敏等组成“跟着大
雁去迁徙”活动团队，组织开展本季全球候
鸟跟踪守护活动———洞庭湖-双鸭山-犹太
自治州（俄）小白额雁“寒寒”和苍鹭“鹭鹭”
迁徙跟踪直播。

志愿者此行的终点，是俄罗斯犹太自治
州———苍鹭“鹭鹭”的巢穴。这也是洞庭湖的
旗舰物种小白额雁的全球迁徙路线。最北到
达北纬73度的勒拿河口，小白额雁在苔原地
带度过夏天。

� � � � 本次“追鸟”志愿者，分别来自湖南、辽
宁、黑龙江。其中有生态学家周海翔、鸟医王
敏、作家张小章、记者张京明、资深鸟类摄影
师冯景智、刘丽等。 还有一位特殊成员———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渔民志愿者付锦维。

多年来，付锦维坚持在冬春季节，和伙
伴范钦贵等每天行走几十公里巡护着天鹅、
大雁。 这次活动也给他带来一个惊喜，让他
走进苍鹭在俄罗斯的栖息地。

出发前，周海翔和周自然反复讨论定下
最佳方案，从松嫩平原前往三江平原，到犹
太州立碑后回国，再沿乌苏里江上溯至兴凯
湖，再到吉林珲春“跟着大雁去迁徙”04号碑
结束。 事实证明，沿着这条路线的一些重大
发现，远远超出志愿者的预期。

4月17日， 志愿者来到沈阳北面的法库
县獾子洞水库，这是鹤类全球迁徙路线的咽
喉之处。 周海翔通过10年奔波呼吁、辛苦工
作，把獾子洞和卧龙湖打造成了白鹤迁徙途

中的“五星级酒店”。法库县将本县辽文化博
物馆命名为“白鹤楼”，鹤文化专馆内图片全
是周海翔的作品。

志愿者对东北沿途的鸟类生存环境进
行了调查，发现嫩江流域湿地继续被大规模
开垦造田，地下水被过度抽采，导致地下水
位下降、森林和草场退化；某保护区将观光
道路修进湿地，人工控制水位导致水生植物
结构改变，白鹤数量不增反降。一路上，他们
也在调研：吉林、黑龙江两地大雁养殖场是
否利用投喂食物吸引野生大雁？黑龙江省林
业厅发放许可证允许收购、销售人工饲养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否造成野生动物
交易合法化？俄罗斯境内大面积烧荒是否影
响鸟类迁徙和繁殖？

“跟着大雁去迁徙”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了
解候鸟栖息地和途经地的生态和人文环境，发
现问题，并推动解决。周自然称，这些问题都会
向相关部门和国内、国际有关会议提出来。

� � � � 17天的跟踪守护， 志愿者时而被感动，
时而被震撼。岳阳作家张小章说：“从未有过
的体验，真正不虚此行。 ”

在吉林省双辽市白鹤自然保护区， 鸟医
王敏为灰鹤“伊伊”做了缝合手术并佩戴跟踪
器放飞。 当“伊伊”腾空飞出时，保护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高喊“伊伊再见”，场面感人至深。

4月23日，黑龙江宝清县林业局和其他公
益机构在“跟着大雁去迁徙”07号碑举行“跟着
大雁去迁徙”送雁北迁活动，还邀请跟踪队伍
参加了当地爱鸟周启动仪式，上千名学生和群
众聆听了志愿者的精彩演讲。黑龙江抚远市教
育局组织6所学校学生，欢迎志愿者到来。

志愿者进入黑龙江佳木斯市洪河农场
发现，小天鹅在农田觅食，农民伸手可及，但
互不打扰。 而在抚远市的生德库村，志愿者
又见到另外一番景象：10多万只大雁， 晚上
在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境内栖息，一大早就
飞到中国境内取食。岳阳电视台记者严钦海
说：“成语字典里没有一个词语能够形容这

样壮观的场面。 ”周自然激情赋诗曰：“天涯
明月伴迁徙，边城始觉雁不如。 眼前有景道
不出，鸟国归来再读书。 ”

4月25日， 中国志愿者进入俄罗斯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与当地自然保护区、社区
和学校开展互动； 随后来到犹太自治州，在
斯米多维奇市民广场立下“跟着大雁去迁
徙”08号迁徙标志。 这是中国民间护鸟力量
首次走出国门护鸟，也将成为中国民间公益
人士放眼全球的象征。

候鸟走出洞庭湖， 湖湘文化也要走出湖
南。 志愿者的情怀产生了巨大凝聚力和感召
力，打通了沿途各个节点。 俄罗斯方面把本次
活动定位为“跟着大雁去迁徙”中俄友好之旅，
学校和保护区全部向志愿者开放，专家和工作
人员坦诚相待，立碑活动热烈而温馨。

“跟着大雁去迁徙”，无疑是湖南作为内
陆省份主动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既是公益活
动，也是文化自信。相信他们会越做越精彩，
越飞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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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跟着大雁去
迁徙”犹太自治州08号碑。

蔡延军 摄

� � � � 4月 26日，
俄罗斯犹太自治
州比罗比詹市，
中国志愿者与俄
罗斯学生一起，
共祝鸟道平安。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