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悦读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刘也 投稿邮箱： 732349208@qq.com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14

徐亚平

千山在翼下，万里一春秋。一只被命名为
“南海姑娘”的洞庭湖小白鹭，从广西防城港
经南宁、柳州、桂林、怀化、益阳、常德，跨过漓
江、沅江、资江水系，穿越巍巍雪峰山，6月30
日， 平安飞回岳阳市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采
桑湖站。
这次的迁徙，历时273天，行程约3000公里。
南迁只用3天时间， 在南海边停留时间超过7个
月，北迁时间长达49天。整个迁徙路线，就像一颗
璀璨夺目的针形钻石，镶嵌在湘桂大地上。

一行白鹭上青天
每年有成千上万候鸟， 越过湘赣粤桂边
境的五岭，特别是遂川、桂东、蓝山和通道的
千年鸟道向南迁徙。它们到底从哪里来，为何
会选择这样的路线迁徙？在哪里过冬？这些都
备受关注。
2018年秋， 一只佩戴卫星跟踪器的小白
鹭，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飞。关注
洞庭湖候鸟的人希望借此解开小白鹭过冬地
之谜。这些人中，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有鸟类
学专家， 还有环保志愿者和更多关注候鸟及
鸟道保护的热心人士。
每年国庆节， 对候鸟来说都是一个特殊
的日子。这天，大量候鸟南迁。由于北方陆续
进入冰冻期，在西伯利亚栖息地的天鹅、大雁
南迁进入中国境内或同纬度地区。 而本次跟
踪的这只小白鹭就在国庆节起飞南迁， 像是
给来自北方的天鹅大雁腾地方。按理，小白鹭
在洞庭湖不缺食物， 事实上洞庭湖也有小白
鹭过冬，它们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从北方迁
徙来的。这种阶梯式的迁徙方式，同样是一个
有趣的谜团。
咱们这只小白鹭不是独自飞行， 而是一
行白鹭上青天。

半行白鹭打下来
天上一群鸟在飞， 地上有多少双眼睛在
注视它们？
有人看到了诗情画意：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有人看到了美食，癞蛤蟆都
想吃天鹅肉。
不得不说说那些伤心的往事， 有关千年
鸟道的候鸟之殇。
当候鸟南迁，从湘赣进入粤桂时，横亘在
它们前面的，是逶迤的五岭。这里峰峦如聚，
松涛如怒。春秋两季，湿雾笼罩，候鸟迷失方
向，只好顺着气流爬升通过一个个豁口。多少
年来，五岭山民待时而捕，张网于前，举火于
后，或在候鸟经过的豁口用竹竿扑打，大量候
鸟在此夭折。
2012年， 长沙晚报记者李峰深入湘赣边
境，发现千年鸟道打鸟现象猖獗，拍到大量捕
杀候鸟的镜头，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次年7
月，在一次护鸟培训会上，湖南师范大学邓学
建教授讲授鸟类知识和迁徙路线， 蓝山志愿
者宁之华介绍蓝山鸟道捕鸟的严重性， 护鸟
志愿者、“跟着大雁去迁徙” 发起人周自然的
一条微博，作了如下记录：蓝山为重要鸟道，
迁徙时遮天蔽日，往年捕鸟人张网以待，广东
鸟贩子开车守候……
2013年8月底，周自然家庭自驾赴五岭护
鸟，与当地志愿者考察萌渚岭打鸟地南风坳。
9月，蓝山出现打鸟灯，志愿者及时举报，国家
林业局、省市林业部门联动，历时两个月，打
鸟恶习得到扼制。 广东雷州半岛纪家镇的志
愿者徐粤心透露，那里鸟很多，很多应该是从
长江流域迁徙过来的，有不少人打鸟。2014年
国庆节， 周自然全家再次经蓝山前往北部湾
和雷州半岛， 从此拉开湘粤桂民间志愿者联
合护鸟的序幕。
2018年国庆节前夕， 周自然又来到千年
鸟道南风坳，了解到这里打鸟依旧。当地林业
公安和志愿者以微薄的力量对抗捕鸟大军，疲
于奔命。9月28日夜间，周自然和宁之华通宵巡
护蓝山县打鸟岭、四海坪等打鸟点。山峰藏在云
层里，带雨的北风从豁口吹过，高空到处鸟叫，
声音凄凉而诡异。打鸟人打着灯把鸟儿引过来，
用竹竿捕打；有的当场拔毛，地上一堆堆漂亮的
飞羽，还有多处被打断丢弃的白鹭的翅膀。它们
都曾是来自远方的鲜活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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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湾的江山半岛。 这里曾是东汉伏波将军马
援开疆拓土之地。这个美丽的地方，有着32公
里长的海岸线，面积208平方公里，分布着白
浪滩、潭蓬古运河、珍珠湾等诸多美景。咱们
的小白鹭， 就在这里躲避洞庭湖漫长湿冷的
冬季。
陪同小白鹭过冬的， 还有沈阳环保志愿
者冯景智、刘丽夫妇。他们是退休教师，2018
年“跟着大雁去迁徙”活动跟踪洞庭湖小白额
雁和苍鹭到了俄罗斯犹太州。 老冯认鸟又快
又准，500米内蛾子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夫妇
俩热天住东北，冷天住防城港，可谓“候鸟夫
妻”。受周自然委托，老冯夫妇开始寻找这只
小白鹭。江山半岛道路崎岖，数量巨大的小白
鹭分散在各处水田、鱼塘觅食，养殖区之间被
围墙和铁丝网分割。 最近的一次他们离信号
点不到200米，就是进不去。人一到小白鹭们
就机警地飞走。老冯夫妇连续寻找拍摄3天都
没有拍到11号小白鹭，最终放弃了寻找。
随着老冯夫妇的镜头， 看到这片素昧平
生的生态乐土，鸟友们都很开心。周自然给11
号小白鹭取了个名字，叫“南海姑娘”。
这只洞庭湖小白鹭，突破重重凶险，来到
南海边，在亚热带的怀抱，面朝大海，追逐嬉
戏，孕育爱情，静待春暖花开。

南海姑娘化身飞

朝游云梦暮苍梧
小白鹭是中国传统乡村最好的邻居。一
般体长五六十厘米，体形纤瘦，全身白色。夏
羽枕部有两根细长的饰羽。 在中国主要分布
于长江以南地区。栖息于平原、丘陵和湖泊、
沼泽地带，以水生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也
吃少量谷物。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保护等级
为低危。 长江以北繁殖的白鹭种群多为夏候
鸟， 秋季迁到长江以南越冬，3月中下旬迁到
北部繁殖地； 长江以南繁殖的种群一部分不
迁徙，为留鸟。
本次跟踪的这只小白鹭， 东洞庭湖保护区
有意识选择了亚成鸟。它会不会迁徙？如何迁徙？
不管是科研人员还是志愿者，都在拭目以待。
果然，编号为11号的小白鹭，10月1日1时
从长江边塔市驿起飞，7时飞过洞庭湖到了湘
阴南界，10月2日1时继续起飞，穿越凶险的蓝
山鸟道，与广西苍梧擦肩而过，于3日傍晚飞
到了南海边上的防城港。
朗吟飞过洞庭湖，朝游云梦暮苍梧。迁徙
的候鸟，神一般的飞行！

椰风沉醉北部湾
2018年的秋天和冬天， 小白鹭就待在北

水碧潮生岸渐长，春风一夜发潇湘。又到
了春暖花开、大雁北迁的季节。
3月17日，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观鸟长廊
的“跟着大雁去迁徙”01号迁徙标志前人头攒
动，旌旗招展，来自长沙、浏阳、岳阳的500多
位环保志愿者在这里举行“跟着大雁去迁徙”
护鸟活动。这是由“湖南最美志愿者”周自然
发起的一个全球守护候鸟迁徙活动， 通过跟
踪迁徙候鸟， 关注候鸟栖息地和途经地的生
态与人文环境， 引导社会公众保护环境和野
生动物。8年来， 志愿者们在中国和俄罗斯的
候鸟重要迁徙节点上设立了9个迁徙标志，在
候鸟迁徙季节组织了3次大型实时跟踪守护
活动。2018年春天，志愿者还跟踪洞庭湖苍鹭
和小白额雁进入俄罗斯犹太州， 在巴斯塔克
保护区设立了“跟着大雁去迁徙”08号迁徙标
志，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今年的活动更加隆重， 大家都期待小白
鹭“南海姑娘”在南海边越冬归来。
阔别一冬的候鸟开始出现在周围，“南海
姑娘”的信号一直却停留在防城港。海边风景
如画、丰衣足食，它乐不思蜀了吗？广西鸟友@
棕背伯劳开玩笑说，“南海姑娘” 可能嫁到广
西了。但更多人相信“南海姑娘”一定会回来！
它回来经过哪里？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鸟类专
家、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邓学建教授一
直认为“南海姑娘”的迁徙鸟道应该经过新宁
和通道，他对这条鸟道上的风险感到担忧。
5月13日，邓学建给周自然留言：“鸟类迁
徙是千百年不变的遗传，可有几人解释了道路
选择的理论？好在鸟儿从不关心这些，只要没有
拦路虎，它们依旧享受着搏击的喜悦，品味着朝
暮的烟云。如有一日，真正理解了它们迁徙的价
值，保护才能精准，才能有效。”邓学建说得没
错。 周自然关注过从日本北海道南迁印度尼西
亚的凤头蜂鹰，就是在五月份经过重庆、河南北
迁，六月份才从朝鲜半岛回到日本。
“南海姑娘”一定会迁徙！就在他说这句
话的时候，小白鹭已经在往北迁徙的路上了。

人揪心！虽然北迁的季节不是打鸟的时候，周
自然还是很担心，想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5月18日， 周自然乘高铁奔至柳州，19日
租车前往融水苗族自治县巷口村。 时值初夏，
水稻已栽了半个多月，白鹭已经不多，当地农民
说，要是早两周来，这里到处都是白鹭。显然，
“南海姑娘”的迁徙有点滞后。但卫星信号表明，
它前一天还在这里， 因为它佩戴的是超小型跟
踪器，一天发送一次数据，周自然只能在前几天
小白鹭出现过的五公里范围内盲找。
在36摄氏度的天气里， 周自然穿过甘蔗
地、 桉树林，3个小时先后看到了20多只小白
鹭，都没有发现“南海姑娘”背上的“小书包”
（跟踪器）。由于19日是周日，周自然必须赶16
时的高铁返湘， 他只能尽可能多地拍下看到
的小白鹭， 回家再在电脑里放大看照片和视
频。
回家后，周自然仔细比对“南海姑娘”19
日的信号点，19日2至13时，“南海姑娘” 就在
他弃车徒步寻找的位置！ 当时他进入农田一
眼看到的两只小白鹭， 一只全身可见， 没有
“小书包”， 另一只只露出一个头， 他拍了视
频，注意力随即转移到右边，未能等到这只小
白鹭露出全身。
周自然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失落， 他遵守
了一个观鸟人最基本的原则：不惊鸟。他却因
此错过了拍摄最重要的物证。 好在他有很好
的心态，便赋诗以自嘲：“人无激情枉少年，追
梦青山绿水间。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在
眼前。”

个传统农耕村落， 一条无名小河从村中蜿蜒
流过，不时有白鹭在农田和树林之间飞翔。一
些农民带着雨具正在翻耕、插秧，拖拉机犁过
的地方，成群的白鹭、八哥飞去抢食从泥土里
翻出来的蚯蚓、泥鳅、昆虫，人鸟关系十分和
谐。周自然被这桃花源一样的景色迷住了，一
首《鹧鸪天》脱口而出：“身在茂林修竹间，花
岩溪畔去犹还。风来渡水复渡水，雨后看山还
看山。春易老，叹红残，白衣楚楚羽纤纤。归程
已近云梦里，芳心暗恋桃花源。”
他们从下游到上游再到下游反复寻找
“南海姑娘”。中午12时，他们把这个区域能拍
的鸟都拍了。虽没有直接看到背着“小书包”
的白鹭，但估计“南海姑娘”只要出现在这片
区域，就已经被相机拍到。就在车子启动准备
返回时， 周自然对李成说， 还想回头去看一
眼。于是就有了一次完美的遇见。
正在这时，“南海姑娘”从林子里飞过来，
飘然落在小河上游的水田里觅食， 青山绿水
间，洁白的羽毛在刚插秧的水田里，构成一幅
无比诗意的图画。望远镜里，李成清楚看到它
背上的跟踪器像一个小书包， 太阳能电池板
反射出幽蓝色的光。
“我们找到‘南海姑娘’了！”周自然用微
信视频作了直播，网上一片欢呼。
为了这次相遇，从洞庭湖到五岭，从防城
港到柳州再到安化， 志愿者追寻了约3000公
里，等待了200多天。

迷不知吾之所如

雅克贝汉说，迁徙是关于承诺的故事。志
愿者跟踪迁徙，也是对候鸟的一份承诺。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求之不得，辗转反
侧。最后时刻“南海姑娘”让志愿者一睹芳容，
了了所有关注它的爱心人士的心愿。 周自然
用一首情诗来表达此时的心情：“寂寂霜娥淡
淡妆，楼台半掩未全防。闻道湘君惜芳草，惊
鸿一顾正端阳。”
通过本次跟踪， 我们发现了很多鲜为人
知的奥秘，解开了白鹭的迁徙之谜，同时也带
来了更多的疑问——
—
据冯景智、刘丽老师观察，白鹭越冬的防
城港，生态环境很好，丰衣足食，小白鹭为何
一定要北迁？
广西柳州、 河池一带也有大量的白鹭定
居，“南海姑娘”却毫不留恋，难道它一定要回
到洞庭湖吗？
归途中的小白鹭离洞庭湖还有100多公
里，离下一次南迁却只有短短110天了。在这
段时间里，要求偶、营巢、下蛋、孵化、育雏、长
成，它们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周自然认为，南海姑娘的迁徙路线上，有
很多地方是适合于白鹭繁殖的， 是不是一旦
姻缘天定，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嫁给异乡呢？
无论如何，“南海姑娘” 一直在给人们带
来惊喜和期待。
它最终是不是会回到采桑湖？6月上旬，
周自然借用沈从文《边城》的结尾，回答热心
民众的疑问：“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
许‘明天’就会回来。”

5月23日，“南海姑娘”再次起飞。经龙胜、
通道、洪江，迁入辰溪和溆浦。这正是邓学建
教授预想的路线。 北归路线与南迁路线不重
复，通道侗族自治县与同纬度的蓝山、宁远县
相距150公里。是它知道端午节将近、想起屈
原了？
在诗人屈原行吟过的地方， 它开始流连
忘返。这次周自然不用赋诗，1270年前，诗仙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曾有名作：“杨花落
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
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时间也刚刚好，就在杨
花落尽、梅子将熟、子规夜啼的端午前。
周自然已猜测“南海姑娘”将过沅江飞往
洞庭湖，但他不知道“南海姑娘”也是屈原的
粉丝，故入辰溪；可能想到端午节快到了便又
到了溆浦。屈原《楚辞·九章·涉江》写道“朝发
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
知吾之所如。”“南海姑娘”随后又到了相隔很
近的辰阳（辰溪），完全是在屈原诗篇里遨游。
“小白鹭告诉我，屈原真的到过这里。”周自然
调侃着说。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这时
候沅湘两岸的人民都在准备龙舟粽子， 香蒲
华服，准备纪念屈原，同时也在迎接“南海姑
娘”的到来。“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麋鹿在洲上吃草，江豚在水中嬉戏）
“鸟何萃
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鸟儿为何在草滩扎
堆， 木上为何有人架罾捕鱼）
“沅有蓝兮醴有
兰”……你看，“南海姑娘”看到的情景与屈原
的视角有什么区别吗？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随后，
“南海姑娘”经大江口从沅江流域进入资江流
域，25日抵达柘溪水库， 离洞庭湖只有100多
公里了。

八桂山川临鸟道

帝子乘风下翠微

5月13日晚，周自然在网上发布消息：“南
海姑娘” 已经开始北迁。5月14日飞抵广西柳
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他掩饰不住兴奋，赋诗
一首：“洞庭秋月拜轻车，千山历尽到天涯。岂
独伏波身许国，半载防城港作家。漓湘静夜无
烽火，五岭清风伴落霞。途见蜂鹰北飞去，再
从万里猎平沙。”
但“南海姑娘” 来到融水后没有急于北
迁，而是在5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地是壮族、苗
族、侗族、仫佬族和瑶族聚居区，风光秀美，民
俗古朴， 但广西鸟友@棕背伯劳的一句话，让
大家深感担忧：融水是打鸟重灾区！这里的少
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狩猎和打鸟的传统。每
年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二为苗族“百鸟衣”节，
百鸟衣是苗族代表服饰之一，手工精巧、色彩
斑斓，精美百鸟衣上的白色羽毛，就是在鸟道
上打鸟获得的。@棕背伯劳还说，桂林、柳州周
边的山区都是重灾区， 当地有一条捕捉、收
购、外销的产业链。他展示了2016年的一则新
闻：平乐县候鸟案查获3万多只活鸟，警方称
只是冰山一角。
这就是“南海姑娘”的迁徙途经地。周自
然联想到邓学建为何一直在问“南海姑娘”是
否经过通道，三省交界的这个地方，是那样让

“南海姑娘”即将回到洞庭湖，大批热心
民众都在翘首以待。5月28日， 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组织山东作家访湘团和长沙明德洞井
中学420多人再聚采桑湖， 迎接小白鹭回家！
早在半个月前，他们通过“精密计 算 ”， 认 为
“南海姑娘”这时一定会回到采桑湖。
然而，
“南海姑娘” 没有按照它的粉丝们的
安排到达， 继续流连在安化资江边的画山秀水
间。 鸟类卫星跟踪器的研发机构——
—湖南环球
信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波博士又恨又爱
地说：
“
南海姑娘”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
周自然却不这么认为， 他跟小白鹭一样
陶醉于资江两岸的百里画廊， 他甚至改了柳
宗元的一首诗《渔翁》来赞美“南海姑娘”的审
美观：“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资江燃楚竹。烟
销日出不见人，漠漠水田飞白鹭。隔江遥听杜
鹃啼，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
上无心云相逐。”
“南海姑娘”进入资江后，从柘溪水库经
安化到桃江，沿途100公里，深山幽谷，飞瀑流
泉，古木葱葱，遮天蔽日，更有茶马古道艰难
出没其中。6月10日，端午长假，“南海姑娘”还
在安化境内逗留，周自然再也坐不住了，约湖
南顶级鸟迷李成去安化羊角塘找它。 这是一

惊鸿一顾正端阳

翼下万山胸襟远
夏至日，“南海姑娘”经沅水进入西洞庭。
绵绵梅雨中，路线直指采桑湖，行程却不紧不
慢，让人忍不住频繁刷屏。周自然再次赋诗一
首，表达人鸟之间的思念之情：“落羽惊夏至，
犹疑入洞庭。梅采枝头熟，秧栽雨后晴。翼下
万山远，眼前一望平。近乡情更怯，临渡步难
行。”
尽管行路难，但“南海姑娘”最后还是平
安归来了。
去年国庆节出发，今年七一前夕回到家乡。
一年中9个月的诗与远方，3个月的故土乡愁。好
儿女志在四方，洞庭湖因为精灵而伟大。
湖南是个内陆省份， 但从来就不是一块
封闭的土地。茶马古道翻山越岭蜿蜒西去，漓
湘水道巧夺天工强势南行， 湘江北上大江东
去湘陶夏布远播四海……但这些不是湖南对
外交流的全部。通过“跟着大雁去迁徙”全球
候鸟跟踪守护活动，我们惊讶地看到，洞庭湖
的候鸟，北到北极荒原，南抵太平洋，只要有
角度，只要有高度，只要有使命，山高路远，从
来不是问题。
“百战归来再读书”， 这次跟踪“南海姑
娘” 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 也提出了实时跟
踪、 域外信号传送等科研难题，“跟着大雁去
迁徙”活动及其背后的科研团队，正在准备从
洞庭湖沿勒拿河到北冰洋的小白额雁终极跟
踪之旅。届时，湖南最新的跟踪技术，将在祖
国强大的北斗卫星网络的支持下， 即时向全
世界展示洞庭湖的生命脉动， 和湖湘生态文
化的终极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