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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湿地�蒹葭苍苍迎“枪生”
周海翔与志愿者冯景智等随即向松

嫩平原开拔， 找到白鹤“枪生”、 白鹤
“419”、灰鹤“伊伊”的信号点。周海翔宣
布：“找到‘枪生’了！”

冯景智马上上传了“枪生”的生活照。
周自然解读了这张照片： 图片中9只

白鹤，分属4个家庭，右上角白鹤“枪生”落
单！

两组白鹤三口之家，其乐融融，幼鹤
都在父母中间，倍受呵护。

右下方这一对，是啥情况？是未育？还
是未育成功？

在北极圈附近，猛禽野兽、自然条件，
都会吞噬幼鸟的生命。

那么“枪生”呢？是在今春的事故中离
群吗？失偶吗？或者是身体恢复中未能获
得爱情？

尽管如此，“枪生”凭借双翼，万里一
春秋，完成了最艰辛的迁徙，再次为我们
展示了物种之强盛、生命之顽强！

鹤乡� “伊伊”南飞看秀娟
2018年10月底， 北方开始下雪结冰，

灰鹤、大雁能觅食的地方越来越少。
10月4日10时，“伊伊”从白城起飞，次

日15时飞到锦州，抵达渤海边。
它飞得太快，让大家措手不及。10月5

日，“伊伊”毅然跨海飞行，9小时后降落在
山东东营黄河口，然后跨胶东半岛落脚日
照！

正在网友们不断猜测“伊伊”栖息地
在哪里时，“伊伊” 毫不犹豫给出答案：鹤
鸣于九天，栖于盐城。

盐城，是共和国第一个为保护丹顶鹤
而牺牲的烈士徐秀娟长眠之地。歌曲《一
个真实的故事》感动了多少人？它就是善

良的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
诠释。

白鹤“419”�感天动地泣鬼神
白鹤“419”，拖着伤残之躯，飞回了它

的故乡———北极！
2018年11月4日4时，在内蒙古通辽市

南部花灯屯，周海翔激动地写道———
它，白鹤“419”，承受了我们无法想象

的艰难与痛苦。时隔半年，我再次看到它
时，开始是激动，而后便是夜不能寐，并非
是它现在距离我们很近，而是想到了它艰
难而痛苦的过去和现在。它曾踩中盗猎者
布下的带锯齿的夹子，从根部失去了最长
的中指；在挣断脚趾之前或同时，还别断
了大腿骨。它无法像其它白鹤一样，交换
两腿站立睡觉。 其它白鹤行走中寻找食
物，而它艰难地在原地觅食。

就这种身体素质，还能到北极圈走一
遭，白鹤之志，甚于蜀之鄙僧也！

次日，周海翔、冯景智又有发现。周海
翔写道：“整天北风与雪， 观察白鹤‘419’
一天。最令我感动的是，它在暴风雪中，与
它的同伴始终依偎在一起。 它在上风口，
似乎在为同伴挡风。 但冯景智看出了端
倪， 原来是怕它一条腿站立被风雪刮倒，
它的同伴在下风口为它支撑着身体。”

身残志坚的白鹤，是对生命、对周海
翔一家心血救助的最高礼赞！

石臼湖�单肢首领当大任
2018年11月5日，白鹤们集结，准备南

迁。
感人的一幕再次发生。白鹤“419”，从

队伍的最后，慢慢加速、起飞，掠过前面的
同伴头顶。随后，所有的白鹤，腾空而起，
往南飞来。

原来，“419”是这个鹤群的首领。
11月7日，“419” 到达黄河三角洲。正

当大家认为它们将飞往“伊伊”越冬地时，
“419”的信号突然往西移动，飞过扬州，来
到南京南面的石臼湖。

11月15日，鸟友刘威和牛一飘，拍到
单腿站在泥潭中觅食的“419”。经电视报

道后，白鹤“419”成了南京市民茶余饭后
的话题。

11月26日中午，“419”飞离石臼湖。14
个小时后，它终于完成一次5000多公里的
艰难旅程，回到鄱阳湖。

周自然写诗记录下白鹤“419”悲壮的
迁徙———

我生前世是情痴， 鸟国华佗更甚之。
鹤鸣九天行万里，夜栖一隅立单肢。

驻留之地问生境， 冷暖交替算归期。
劫后余生回大泽，南有嘉土草离离。

大别山�迷途“枪生”念江南
就在白鹤“419” 飞抵鄱阳湖时，“枪

生”也成功跨越渤海，往南迁徙。
从黄河入海口出发，它们连续飞行38

个小时，晚上在河南某地找到一口小水塘
落脚，太艰难了！

2018年12月2日9时，“枪生” 还没飞，
而它周围300米左右都是村庄，危机重重！

周海翔情急中求助当地公安，民警赶
往田间观察，确认“枪生”及同伴共7只。

就这样，“枪生”在周海翔和周自然等
志愿者日夜监测下南迁。 一旦情况异常，

“二周” 立即联系当地热心人士， 参与守
护。

“枪生”飞到湖北黄冈某镇并滞留。武
汉志愿者李振文闻讯驱车200公里前往守
护。

跟踪来到湖北蕲春某处，李振文拍到
“枪生”，发现它在田野里孤飞。

它的同伴呢？何时失伴、怎么失伴的
呢？志愿者冷静分析，认为其它6只白鹤同
时出事的可能性很小。而“枪生”受过枪
伤，现在又在体弱受惊缺食期，要吃饱静
养有安全感，等待天晴上升气流，或许就
能一蹴而就飞到江南了。

大家决定向地方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求援。12月7日下午，蕲春县野保站站长李
强临危受命，赶往“枪生”最新信号点。这
时，他看到了7只鹤！“枪生”重新回到鹤群!
� � � �按照白鹤往年的飞行轨迹，它的越冬
目的地应该是洞庭湖。12月16日下午，“枪
生”飞越大别山。然而，可能由于风向原
因，它被迫偏离飞行轨迹，当天深夜飞到
了鄱阳湖，将在此越冬。湘鄂两地日夜监
测的志愿者，既遗憾，又欣慰，也期待“枪
生”下次再到洞庭湖过大年!

野鹤无粮天地宽
———环保志愿者和3只鹤的故事

长天有鹤播祥瑞
徐亚平

洞庭有鹤，长天有鹤，四海有鹤。
自古至今，人们皆爱鹤，以鹤为天上的瑞

鸟。汉人更传说鹤是长生不死的神禽，骑着它
可上天与神仙相会。因此，典籍记载甚多。《诗
经·小雅·鹤鸣》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楚辞·刘向·九叹·远游 》 说 ：“腾群鹤于瑶
光。”《三国演义》 写道：“先主见李意鹤发童
颜， 碧眼方瞳， 灼灼有光。”《元曲选·举案齐
眉》载：“休错认做蛙鸣井底，鹤立鸡群。”

古代文人墨客， 情操高雅， 多是爱鹤之
人。唐代诗家咏鹤，可谓登峰造极。李白《赋得
鹤·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 咏道：“峥嵘丞相
府， 清切凤凰池。 羡尔瑶台鹤， 高栖琼树枝
……”此诗在诗仙的诗中，流传不算太广 ，但
借鹤寄情，倒也别有情致。青年诗人崔颢登黄
鹤楼，赋诗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
鹤楼 。 黄鹤一去不复返 ， 白云千载空悠悠
……”李白后来一步，读到此诗奇妙，直叹：眼
前有景道不得。刘禹锡《秋词二首》云：“晴空
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孟郊《晓鹤 》
曰 ：“晓鹤弹古舌 ，婆罗门叫音 。”王建 《别鹤
曲》说：“主人一去池水绝，池鹤散飞不相别。”

白居易最可爱了。他写鹤最勤、最多。如：
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感鹤》）；我本海上
鹤，偶逢江南客（《代鹤》）；莫笑笼中鹤 ，相看
去几何（《题笼鹤》）……

无论是在中国经典文化还是民俗文化
中，鹤都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古人多用翩翩然
有君子之风的白鹤， 比喻具有高尚品德的贤
能之士，如把修身洁行的人称为“鹤鸣之士”。
鹤为长寿仙禽，具有仙风道骨，与龟一样被视
为长寿之王，后世常以“鹤寿”“鹤龄”“鹤算”
作为祝寿之词。传说中，鹤常为仙人所骑，老
寿星也常以驾鹤翔云的形象出现。 人们作画
时，也喜欢将鹤和松画在一起，取名为“松鹤
长春”“鹤寿松龄”；把鹤与龟画在一起，其意
为“龟鹤齐龄”“龟鹤延年”；鹤与鹿、梧桐画在
一起，表示“六合同春”。

孤傲、圣洁、忠贞、长寿、吉祥、如意，这是
仙鹤品质留给人们的美好印记 ， 也是鹤文
化———“鹤魂”之所在。它弘扬的是一种文化，
彰显的是一种魅力。

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湿地是地球之
肾，鹤因湿地而栖，湿地是鹤的家园，也是人
类的家园；鹤，则是湿地的旗舰物种。所以，保
护湿地，保护鹤类，完全可以与保护人类自身
画等号。保护湿地，让鹤自由飞翔，乃是全人
类的使命。

飞吧，仙鹤。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洞庭湖有没有鹤？有!
� � � � 2019年元旦，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
者付锦维、 钟文志等人在洞庭湖湿地冒雪巡
护鸟儿时，惊喜地发现了鹤类归来，个个兴高
采烈。

全球有15种鹤，我国就有9种，即丹顶鹤、
白鹤、灰鹤、蓑羽鹤、白枕鹤、白头鹤、黑颈鹤、
赤颈鹤、沙丘鹤。对了，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巡逻队就救护过蓑羽鹤哩。

鹤类个子高挑，是典型的“骨感美人”，爱
穿白色或灰色衣裳。它们主要在沼泽、芦苇荡
等湿地安家，捕食小鱼虾、昆虫，也吃植物的
根茎、嫩芽、种子，善于奔驰飞翔。睡觉常单腿
直立，扭颈回首将头放在背上，或将尖嘴插入
羽内。 当然， 群鹤休息时总会有两个志愿者
“值班”。

鹤类是一群永远的迁客。除赤颈鹤、黑颈
鹤生活在青藏、云贵高原外，其余均生活在北
方，每年10月下旬迁至长江流域越冬，次年4
月春回大地时再飞回北方去， 成就了万里长
空千百年不变的风景。

俗话说：“笼鸡有食汤锅近， 野鹤无粮天
地宽。”

今天要讲的，是3只受伤的野鹤的故事。

洞庭湖�卫士护鸟再出发
2018年4月中旬，由岳阳环保志愿者周

自然发起的2018“跟着大雁去迁徙”活动，
全程跟踪护送洞庭湖小白额雁“寒寒”和苍
鹭“鹭鹭”，首次进入俄罗斯犹太州，活动历
时17天，行程7000公里，沿途与中国人与生
物圈专家委员会专家周海翔教授、 世界自
然基金会专家和研究人员会合， 考察了辽
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
江和俄罗斯境内的阿穆尔河生态与人文环
境，及时救助了灰鹤、豆雁和绿头鸭等多个
候鸟个体。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严钦海、张
小章、付锦维，从大雁、鹤的越冬地，来到它们
的故乡。

3只鹤的故事，从此时开始。志愿者完整
记录了它们最远到北极苔原、 然后在秋冬到
来之际陆续迁徙到长江中下游越冬地的全过
程。其中，迁徙的壮丽与艰辛、志愿者的守护
和温情，让人感慨万分。周自然赋诗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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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教授救助3只鹤
护鸟队伍到达沈阳前， 周海翔团队在辽

河某处湿地救助了2只被人下毒几乎致死的
白鹤。一只白鹤受过枪击，周自然取名为“枪
生”；另一只白鹤没取名字，大家根据它的脚
环标号，叫它白鹤“419”。

白鹤“419”曾被兽夹之类的捕猎工具夹
断了右趾；而且在挣脱时，其关节脱臼，一直
没复原，平时只能靠一只脚站立。周海翔团队
医治“枪生”和白鹤“419”后，很快放飞。

志愿者来到双辽湿地， 见到一只虚弱又
刚烈的灰鹤，其胸口有一处拇指大的创伤。随
行队医王敏为它作了消炎处理， 做了缝合手
术。 周自然代表鸟类卫星跟踪器研发企业湖
南“环球信士”，向双辽湿地保护区赠送了跟
踪器；周海翔为灰鹤装上跟踪器并紧急放飞。
周自然给这只灰鹤取名“伊伊”。

3只鹤，跌跌撞撞走上北迁之路。

北极苔原�白鹤成功过夏天
2018年5月底，“枪生”和“419”从额尔古

纳河出境，到了俄罗斯。周海翔就收不到它们
的信号了， 因为它们的跟踪器没有开通国际
漫游。

而“伊伊”的信号一直显示在周自然手机
上：它没有出国，而是沿嫩江、大兴安岭经大
庆飞过齐齐哈尔， 在图牧吉保护区以南的某
个湿地辗转求生。

志愿者期待看到它往更北的地方迁徙。
周自然每天都刷手机看它的信号位置， 等待
奇迹出现。

春去秋来。这年10月13日，周海翔的手机
先后收到“枪生”和“419”的信号。它们都完成
了北极圈之旅，顺利归来！

来回6000公里，两只伤病的白鹤，不但融
入了新种群，而且完成了每年的必修课，回到
它们的出生地———北极！ “枪生”的迁徙团队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资料图片） 李振文 摄

� � � � 白鹤“枪生”在天空飞过。
（资料图片） 李振文 摄

夕阳映射下的东洞庭湖芦苇荡金光灿
灿，甚是美丽。（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