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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树德

金岭其名，实曰金紫，俗称金子，自
古有资南第一峰之谓也。山奇雄险，逶迤
绵延；其峰巍峨，高不可攀。海拔丈量，千
柒米有余。自山顶俯瞰，满目秀峰连绵，
幽谷深深，云波渺远。东接大云岳岭，西
眺舜皇秀山。绿峰簇拥集佳木，青翠染林
景无边；崇山尽揽丹霞美，峻岭斗奇赛峎
山。足裹夷江绕碧水，千年流韵紫气开；
山腰忽见白云起，龙腾虎跃神仙来！

自半麓攀登，过九十九弯，达金岭之
顶，有一奇石，雄踞峰巅，其形酷似神龟，
探头凝望东山，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可
叹为盖世奇观。人立奇石之上，举手可攀
青天， 凌云之志油然生， 豪迈之情冲霄
汉。正可谓：山高终是人为峰，气宇轩昂
自等闲！

奇石之旁，建有道观，传中唐之时，
江西翰林罗氏金子， 因厌倦官场污浊之
气遂来此布道，修身养性，教化万民。后
人慕之仰之， 以金子大王敬称， 塑其神
像，供奉于大堂之中。自此，八方香客来
朝拜， 资南福地佑黎民， 泽润绵绵圣贤
出，新宁才俊撑乾坤！庵院其侧，有一清
泉，流水汩汩，涌自石缝之间，味甘如饴，
清可镜天。不是人间真仙境，岂得神泉出
山巅！泉旁苇草遍野，花恕摇曳，飘飘悠
然；日曜其上，重彩如金。其身卑微寻常
草，立位高处也成仙！

宋贤介甫，曾游褒禅，叹曰：世之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 常在于险远……非有
志而无以至也。攀爬金岭，吾念之久矣，
读半山雄文，究王公深意，必践此行！更
慕新宁历代先贤登临之举， 撰诗文刻于
崖壁之上，供万代世人景仰读之，情揣一
睹为快之意。今之登临，饱览胜景，气爽
神清，足慰心灵。喜而叹曰：成行未必功
名就，为文亦能写丹青！

(戊戌仲秋，携妻、妹、侄同游金岭，
作文记之于峎山虞家桥， 世界自然遗产
地。)

禹正平

隔壁老王，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去乡下的母亲那里
拿一次菜。

年初， 我在老王家见过他母亲，60来岁， 身板硬
朗，衣着整洁，一脸微笑，一看就是个会过生活的人。
但她没住多久，便回乡下去了。

老王每周拖家带口回乡下拿菜的举动，让我有些
费解。他每次来回的油费，可不止这些菜钱。一家子人
回到乡下，他的母亲必定为之忙前跑后，岂不很累？

一天，当老王一家又准备回乡下拿菜时，我忍不
住说出了心中的疑惑。短暂的沉默后，老王跟我唠叨
起来。两年前，他的父亲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安葬好父
亲后，他接母亲来城里居住，其间，他对母亲嘘寒问
暖，照顾有加。但没住多久，他发现母亲并不开心，精
神变得越来越萎靡，每天睡前，他母亲总是唠叨着要
回乡下去住。那时他不懂母亲的心思，以为她想念邻
里乡亲，便将母亲送回乡下，打算等过一段时间，再接
她回来。

两个月后，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让他回家拿菜。老
王以为母亲想他了，便丢下手头的工作，带着妻儿驱
车回家。刚到家门口，老王发现母亲已煮好饭菜，在家
里等他们。饭后，母亲高兴地领着他们一家子去菜地
里摘菜。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午后的太阳暖暖的，母亲
高兴得像个孩子， 如数家珍地指着菜地里紫色的茄
子、鲜红的辣椒、翠绿的青菜、金色的南瓜说，它们没
有打过农药，是清一色的绿色食品，吃了特别养胃。母
亲一边兴高采烈地说， 一边帮他们采摘蔬菜瓜果。望
着眼前神采奕奕，一脸喜悦的母亲，老王突然明白了
母亲要回乡下的原由。

“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老王对听得入神的
我说，做父母的其实都闲不住，虽然他们老了，但没有
哪位不想为儿女做点什么，他们希望自己永远是被人
需要的，闲在家里反而闷得慌。老王明白了母亲的心
思后，对她的劳动成果赞叹不已。从那以后，他每个周
末都带着妻儿回乡下拿菜，陪母亲住一晚，与母亲拉
拉家常，聊聊往事，在一趟趟行程中感受母亲无私的
爱……

听了老王的故事，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儿女孝
顺父母，不仅是要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也要让他
们可以力所能及地爱你。

杨邹雨薇

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一些
闺蜜说，霜降到了之后，冬天就近了，冷
手冷脚的， 不如春夏那么方便。 奶奶也
说，霜降之后老人们就怕冷，大家在这天
最好吃一两个杮子， 不然整个冬天嘴唇
都会裂开的。在她们眼里，霜降是一个另
类，是一种落叶飘飘的无奈。

可在二十四节气中， 我偏偏特喜欢
“霜降”这个节气，更喜欢这个名词。霜，
是天地之精华，那晶莹的体态，如同衣袂
飘飘的仙女，令人为之倾倒。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先秦的歌谣穿越时空向我
而来，仿佛递上一纸证明：霜，也是爱情
的媒介。

是吗？ 且让我们看看那追寻伊人的
男子，如何以N次“人迹板桥霜”的痴情
博取一颗芳心的；且让我们了解一下，那
些女子是怎样在霜天里沐浴爱恋春风
的； 且让我们咨询一下秋霜是以何种心
态为人穿针引线的……

俯首翻阅朋友圈，发现有人在说，秋
霜正踏着远古的凄清月光、 裹挟着晶莹
剔透的孤寂朝我们奔来， 湖边的柳绿花
红顷刻间熄灭了风情万种。 还有人索性
把张继的《枫桥夜泊》和范仲淹的《渔家
傲·秋思》等诗词发出来，给人一种繁茂
不再的感觉， 好像天地之间忽然没了生
机。

其实，不必，大不必这么伤感啊！刘
禹锡老先生曾吟道：“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苏东坡老夫子说：“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无论
自然风光，还是人生风景，一个人站的位
置不同，所见的效果自然也不同。所以，
只要我们换一个位置，换一种心态，就会
发现晚秋的另一种美丽。你看，正在禾场
上晾晒稻谷的农民， 眼里流露出丰收的
喜悦之情；公园里那些金黄色菊花，也在
顶着霜风绽放出自信的微笑……

打开窗户，往外眺望。我看见近处的
车流像一道道音符， 交织出城市动人的
乐章；湘江中的橘子洲像一艘航母，正迎
风破浪前行；而对岸绵延横亘的岳麓山，
更像一道屏障呵护着千年古城长沙。看
见岳麓山，我忽然想起爱晚亭，想起麓山
枫叶， 还有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岳麓山的枫叶之
美，天下驰名，每年霜降之后，有很多游
客慕名探访。 我每年都要去捡那么一两
片回来，夹在书本中作为纪念。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又是一年霜降
时，个中滋味枫叶知。

也许，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难免有
这样或那样的得与失。如果我们太在意，
可能会过得消沉或郁闷。反之，如果我们
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 可能会拥有一种
轻松与潇洒。

我想，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
己的手中。 只要我们平时努力过， 奋斗
过，即便最后如枫叶飘零，也有可能彰显
出霜叶般的美丽。

再吹柳笛
（外一首）

刘敬行

重吟折柳词
不在长亭
在老家的河滩

柳树和我
都是故乡的养子
而今 已直不起腰身

当年 骑在父亲肩头的
那串最天真的奏呜
风一吹 仍会燃烧

把 一段嫩绿的记忆
拧成岁月深处的伤
拧成骨肉分离的痛

将最苦涩的部分
含在嘴里 只一吹
柳笛 便哭出声来

对蝈蝈的邀约
相约 在六月的渡口
此时 一支蝈蝈前来摇桨
哼着小曲 摆渡恍若隔岸的倾听

比桨声还遥远的鸣叫
亲亲的 如母亲的轻唤
叫着我 长在白发里的乳名

叫声 是我的发小
当年 痴迷的天真已经老了
叫声依旧 一次次诱我偷渡旧梦

故乡 变成陌生的鸟鸣
你的叫声会不会哭
你幼小的生命里有没有痛

这季节 闲来无事
多想约你 乘一叶小舟而来
在我的诗里再叫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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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平

深秋， 一年一度的候鸟壮丽迁徙
启幕啦！

连日来， 网络世界疯传着一段鸟
儿迁徙的视频。无人不为之动容。有说
是在秦岭； 有说是在台湾； 有说是在
“两湖”。咱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骨干、
文史地理专家、摄影家阿荻，精心为这
段视频做了“装修”，点击阅读已经突
破700万人次，都知道了“候鸟赶往洞
庭湖”。阿荻乐坏了。但天南地北的朋
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说阿荻“错了”。

我说， 都讲得对， 阿荻根本就没
错。能够动员公众爱鸟护鸟就是对的！

视频里是一群什么鸟儿？ 有专家
说，是白颊黑雁。无论这群精灵春天去
西伯利亚，还是冬天去台湾，它们都要
飞越万水和千山！ 有时就得到咱洞庭
湖加加油！

有专家说， 洞庭湖没有白颊黑雁。
这说法是不对的。2017年12月的洞庭湖
观鸟赛中，红嘴相思鸟队、GEF队等4支
眼睛最贼的观鸟军团就发现了白颊黑
雁， 这是湖南省鸟类分布的新纪录！谁
要再说洞庭湖无黑雁，我会跟他急！

鸟类专家姚毅曾私下跟我说，白
颊黑雁本来是北美地区才有的。 它是
迷路了，误打误撞跑咱洞庭湖来了。

我不希望人迷路； 但喜欢鸟儿迷
路。都迷路到咱洞庭湖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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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颊黑雁为鸭科黑雁属的鸟类，
是一种很容易识别的鸟儿。

顾名思义，白加黑，当然还有点灰
色。羽色为白、黑、灰；背部色灰；颈部
和胸部黑色； 腿和臀部是黑白双色相
杂。嘴也是黑色的，眼睛前还绘了一个

“黑三角”。 白颊黑雁的小脑袋瓜子则
是纯白色的，有灰色条纹环绕着。

看到它的模样， 我便想起京剧的
脸谱来。

脸谱， 是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
画。不同行当的脸谱，情况不一。“生”

“旦”面部妆容简单，略施脂粉，叫“俊
扮”“洁面”。而“净”与“丑”面部绘画
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
彩的， 图案复杂， 因此称“花脸”；而

“丑”，则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
称“小花脸”。京剧脸谱以“象征性”
与“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
和变形的图案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
征。如关羽的丹凤眼、卧蚕眉，张飞
的豹头环眼，赵匡胤的面如重枣等。
浪里白条张顺因“白”字勾白脸，曹
操也历来是白净脸。

白颊黑雁就是洞庭湖候鸟里的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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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 白颊黑雁主要分布
于北欧、西欧、北非、北美；南欧、东
欧也有过记录。

白颊黑雁主要以青草或水生植
物的嫩芽、叶、茎为食，也吃根和植物
种子，冬季有时还吃麦苗等农作物的
幼苗，常成群觅食。晚上一般栖息在
浅水处或沙滩上。每天黎明，它们会
成群结队跑到草原上去工作；中午又
回到水边午休、喝水、还吃些沙粒促
消化；晚上有时也在觅食地睡觉。

白颊黑雁善游泳，善潜水，但特
长还是万里蓝天展翼， 飞翔速度每
小时达60至80公里。飞行时有时呈
斜线、有时呈“V”字形，很不规则。
迁徙季会一鼓作气地从欧洲跨越大
西洋飞到北美洲去。何等壮丽啊！请
围观，但绝不要去伤害它！

那么， 白颊黑雁呈斜线或“V”
字形队形是为了什么呢?
� � � � 这涉及到鸟类的生存智慧学。
原来，这种队形在飞行时最省力。最
前面的雁儿拍打几下翅膀， 会产生
一股上升气流即浮力， 后面的雁儿
紧紧跟着，同频共振制造了强气流。
兄弟姐妹彼此就充分利用这股气流
飞得更快、更省力。当然，头雁的岗
位会轮值。这样，一只跟着一只，雁
群自然飞成了斜线或“V”字形。莎
士比亚说过，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
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
往直前，一定可功成名就。

弱弱地问您， 白颊黑雁的飞行
队形带给您什么启示呢？

我想，启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
最期望的答案是： 您的家庭会愈加
爱鸟、护鸟、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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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为了避险吧，白颊黑雁把巢
建在悬崖峭壁上。 巢由干草等构成，里
面铺些绒羽。

当白颊黑雁夫妻有了爱情的结晶，
妻子产下了五六枚卵，开始孵化，丈夫
则在巢的附近执行警戒任务。

夫妻俩超级有爱！ 雌雁离巢觅食
时， 便用巢边绒羽和草将巢掩盖起
来。若有敌人入侵，雄雁便高声鸣叫，
并装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有时甚至做
出准备攻击入侵者的姿势而绝不弃卵
逃走。

不要一个月，小宝宝破壳而出，一降
生就长着丰满的绒毛，只几个小时就会蹒
跚学步了。 父亲和娘亲就守护在它们身
边，目不转睛看着它们蹦蹦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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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要上演“挑战极限”了。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
问题。） 白颊黑雁宝宝们一出生就必须
直面莎士比亚式的人生诘问。白颊黑雁
父母不像其他的鸟爸鸟妈一样叼来食
物喂宝宝，而是领着孩子自己去觅食。

然而，高高的悬崖峭壁，父母能够
轻而易举地飞下去，小宝宝们却尚只有
绒毛，翅膀还没长硬呢，无论如何也飞
不起来呀。怎么办？父母亲就让它们从
悬崖上跳下去。

望着陡峭的悬崖， 小宝宝害怕了，真
不敢往下跳。 父亲母亲就鼓励它们勇敢
点、别怕，并示范先跳了下去。然后，在下
边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的宝贝儿女。

小宝宝们自然有勇敢的，也有胆怯
的。勇敢的鼓足勇气赴汤蹈火。幸运的，
安全着陆；不幸的，当场牺牲。

鸟类中，白颊黑雁无疑是一个最
崇尚勇毅的民族。 面对孩子的生死，
白颊黑雁爸爸妈妈超级淡定。对胆怯
不敢跳崖的孩子， 父母是不屑一顾
的。 它们领着成功落地的孩子去觅
食。这，就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它
们别无选择。

智慧的人类，请理解、善待每一个
动物。所有的物种都与地球、气候有关，
与你我有关，都值得尊重和呵护！

常
对
时
钟
不
误
时

谁说洞庭湖无黑雁,
我跟他急

徐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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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700万人次，都知道了“候鸟赶往洞
庭湖”。阿荻乐坏了。但天南地北的朋
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说阿荻“错了”。

我说， 都讲得对， 阿荻根本就没
错。能够动员公众爱鸟护鸟就是对的！

视频里是一群什么鸟儿？ 有专家
说，是白颊黑雁。无论这群精灵春天去
西伯利亚，还是冬天去台湾，它们都要
飞越万水和千山！ 有时就得到咱洞庭
湖加加油！

有专家说， 洞庭湖没有白颊黑雁。
这说法是不对的。2017年12月的洞庭湖
观鸟赛中，红嘴相思鸟队、GEF队等4支
眼睛最贼的观鸟军团就发现了白颊黑
雁， 这是湖南省鸟类分布的新纪录！谁
要再说洞庭湖无黑雁，我会跟他急！

鸟类专家姚毅曾私下跟我说，白
颊黑雁本来是北美地区才有的。 它是
迷路了，误打误撞跑咱洞庭湖来了。

我不希望人迷路； 但喜欢鸟儿迷
路。都迷路到咱洞庭湖来吧。

1

白颊黑雁为鸭科黑雁属的鸟类，
是一种很容易识别的鸟儿。

顾名思义，白加黑，当然还有点灰
色。羽色为白、黑、灰；背部色灰；颈部
和胸部黑色； 腿和臀部是黑白双色相
杂。嘴也是黑色的，眼睛前还绘了一个

“黑三角”。 白颊黑雁的小脑袋瓜子则
是纯白色的，有灰色条纹环绕着。

看到它的模样， 我便想起京剧的
脸谱来。

脸谱， 是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
画。不同行当的脸谱，情况不一。“生”

“旦”面部妆容简单，略施脂粉，叫“俊
扮”“洁面”。而“净”与“丑”面部绘画
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
彩的， 图案复杂， 因此称“花脸”；而

“丑”，则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
称“小花脸”。京剧脸谱以“象征性”
与“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
和变形的图案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
征。如关羽的丹凤眼、卧蚕眉，张飞
的豹头环眼，赵匡胤的面如重枣等。
浪里白条张顺因“白”字勾白脸，曹
操也历来是白净脸。

白颊黑雁就是洞庭湖候鸟里的
“曹操”！

2

在地球上， 白颊黑雁主要分布
于北欧、西欧、北非、北美；南欧、东
欧也有过记录。

白颊黑雁主要以青草或水生植
物的嫩芽、叶、茎为食，也吃根和植物
种子，冬季有时还吃麦苗等农作物的
幼苗，常成群觅食。晚上一般栖息在
浅水处或沙滩上。每天黎明，它们会
成群结队跑到草原上去工作；中午又
回到水边午休、喝水、还吃些沙粒促
消化；晚上有时也在觅食地睡觉。

白颊黑雁善游泳，善潜水，但特
长还是万里蓝天展翼， 飞翔速度每
小时达60至80公里。飞行时有时呈
斜线、有时呈“V”字形，很不规则。
迁徙季会一鼓作气地从欧洲跨越大
西洋飞到北美洲去。何等壮丽啊！请
围观，但绝不要去伤害它！

那么， 白颊黑雁呈斜线或“V”
字形队形是为了什么呢?
� � � � 这涉及到鸟类的生存智慧学。
原来，这种队形在飞行时最省力。最
前面的雁儿拍打几下翅膀， 会产生
一股上升气流即浮力， 后面的雁儿
紧紧跟着，同频共振制造了强气流。
兄弟姐妹彼此就充分利用这股气流
飞得更快、更省力。当然，头雁的岗
位会轮值。这样，一只跟着一只，雁
群自然飞成了斜线或“V”字形。莎
士比亚说过，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
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
往直前，一定可功成名就。

弱弱地问您， 白颊黑雁的飞行
队形带给您什么启示呢？

我想，启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
最期望的答案是： 您的家庭会愈加
爱鸟、护鸟、珍惜生命！

3

也许是为了避险吧，白颊黑雁把巢
建在悬崖峭壁上。 巢由干草等构成，里
面铺些绒羽。

当白颊黑雁夫妻有了爱情的结晶，
妻子产下了五六枚卵，开始孵化，丈夫
则在巢的附近执行警戒任务。

夫妻俩超级有爱！ 雌雁离巢觅食
时， 便用巢边绒羽和草将巢掩盖起
来。若有敌人入侵，雄雁便高声鸣叫，
并装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有时甚至做
出准备攻击入侵者的姿势而绝不弃卵
逃走。

不要一个月，小宝宝破壳而出，一降
生就长着丰满的绒毛，只几个小时就会蹒
跚学步了。 父亲和娘亲就守护在它们身
边，目不转睛看着它们蹦蹦跳跳……

4

接下来就要上演“挑战极限”了。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
问题。） 白颊黑雁宝宝们一出生就必须
直面莎士比亚式的人生诘问。白颊黑雁
父母不像其他的鸟爸鸟妈一样叼来食
物喂宝宝，而是领着孩子自己去觅食。

然而，高高的悬崖峭壁，父母能够
轻而易举地飞下去，小宝宝们却尚只有
绒毛，翅膀还没长硬呢，无论如何也飞
不起来呀。怎么办？父母亲就让它们从
悬崖上跳下去。

望着陡峭的悬崖， 小宝宝害怕了，真
不敢往下跳。 父亲母亲就鼓励它们勇敢
点、别怕，并示范先跳了下去。然后，在下
边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的宝贝儿女。

小宝宝们自然有勇敢的，也有胆怯
的。勇敢的鼓足勇气赴汤蹈火。幸运的，
安全着陆；不幸的，当场牺牲。

鸟类中，白颊黑雁无疑是一个最
崇尚勇毅的民族。 面对孩子的生死，
白颊黑雁爸爸妈妈超级淡定。对胆怯
不敢跳崖的孩子， 父母是不屑一顾
的。 它们领着成功落地的孩子去觅
食。这，就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它
们别无选择。

智慧的人类，请理解、善待每一个
动物。所有的物种都与地球、气候有关，
与你我有关，都值得尊重和呵护！

徐亚平

深秋， 一年一度的候鸟壮丽迁徙
启幕啦！

连日来， 网络世界疯传着一段鸟
儿迁徙的视频。无人不为之动容。有说
是在秦岭； 有说是在台湾； 有说是在
“两湖”。咱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骨干、
文史地理专家、摄影家阿荻，精心为这
段视频做了“装修”，点击阅读已经突
破700万人次，都知道了“候鸟赶往洞
庭湖”。阿荻乐坏了。但天南地北的朋
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说阿荻“错了”。

我说， 都讲得对， 阿荻根本就没
错。能够动员公众爱鸟护鸟就是对的！

视频里是一群什么鸟儿？ 有专家
说，是白颊黑雁。无论这群精灵春天去
西伯利亚，还是冬天去台湾，它们都要
飞越万水和千山！ 有时就得到咱洞庭
湖加加油！

有专家说， 洞庭湖没有白颊黑雁。
这说法是不对的。2017年12月的洞庭湖
观鸟赛中，红嘴相思鸟队、GEF队等4支
眼睛最贼的观鸟军团就发现了白颊黑
雁， 这是湖南省鸟类分布的新纪录！谁
要再说洞庭湖无黑雁，我会跟他急！

鸟类专家姚毅曾私下跟我说，白
颊黑雁本来是北美地区才有的。 它是
迷路了，误打误撞跑咱洞庭湖来了。

我不希望人迷路； 但喜欢鸟儿迷
路。都迷路到咱洞庭湖来吧。

1

白颊黑雁为鸭科黑雁属的鸟类，
是一种很容易识别的鸟儿。

顾名思义，白加黑，当然还有点灰
色。羽色为白、黑、灰；背部色灰；颈部
和胸部黑色； 腿和臀部是黑白双色相
杂。嘴也是黑色的，眼睛前还绘了一个

“黑三角”。 白颊黑雁的小脑袋瓜子则
是纯白色的，有灰色条纹环绕着。

看到它的模样， 我便想起京剧的
脸谱来。

脸谱， 是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
画。不同行当的脸谱，情况不一。“生”

“旦”面部妆容简单，略施脂粉，叫“俊
扮”“洁面”。而“净”与“丑”面部绘画
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
彩的， 图案复杂， 因此称“花脸”；而

“丑”，则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
称“小花脸”。京剧脸谱以“象征性”
与“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
和变形的图案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
征。如关羽的丹凤眼、卧蚕眉，张飞
的豹头环眼，赵匡胤的面如重枣等。
浪里白条张顺因“白”字勾白脸，曹
操也历来是白净脸。

白颊黑雁就是洞庭湖候鸟里的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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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 白颊黑雁主要分布
于北欧、西欧、北非、北美；南欧、东
欧也有过记录。

白颊黑雁主要以青草或水生植
物的嫩芽、叶、茎为食，也吃根和植物
种子，冬季有时还吃麦苗等农作物的
幼苗，常成群觅食。晚上一般栖息在
浅水处或沙滩上。每天黎明，它们会
成群结队跑到草原上去工作；中午又
回到水边午休、喝水、还吃些沙粒促
消化；晚上有时也在觅食地睡觉。

白颊黑雁善游泳，善潜水，但特
长还是万里蓝天展翼， 飞翔速度每
小时达60至80公里。飞行时有时呈
斜线、有时呈“V”字形，很不规则。
迁徙季会一鼓作气地从欧洲跨越大
西洋飞到北美洲去。何等壮丽啊！请
围观，但绝不要去伤害它！

那么， 白颊黑雁呈斜线或“V”
字形队形是为了什么呢?
� � � � 这涉及到鸟类的生存智慧学。
原来，这种队形在飞行时最省力。最
前面的雁儿拍打几下翅膀， 会产生
一股上升气流即浮力， 后面的雁儿
紧紧跟着，同频共振制造了强气流。
兄弟姐妹彼此就充分利用这股气流
飞得更快、更省力。当然，头雁的岗
位会轮值。这样，一只跟着一只，雁
群自然飞成了斜线或“V”字形。莎
士比亚说过，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
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
往直前，一定可功成名就。

弱弱地问您， 白颊黑雁的飞行
队形带给您什么启示呢？

我想，启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
最期望的答案是： 您的家庭会愈加
爱鸟、护鸟、珍惜生命！

3

也许是为了避险吧，白颊黑雁把巢
建在悬崖峭壁上。 巢由干草等构成，里
面铺些绒羽。

当白颊黑雁夫妻有了爱情的结晶，
妻子产下了五六枚卵，开始孵化，丈夫
则在巢的附近执行警戒任务。

夫妻俩超级有爱！ 雌雁离巢觅食
时， 便用巢边绒羽和草将巢掩盖起
来。若有敌人入侵，雄雁便高声鸣叫，
并装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有时甚至做
出准备攻击入侵者的姿势而绝不弃卵
逃走。

不要一个月，小宝宝破壳而出，一降
生就长着丰满的绒毛，只几个小时就会蹒
跚学步了。 父亲和娘亲就守护在它们身
边，目不转睛看着它们蹦蹦跳跳……

4

接下来就要上演“挑战极限”了。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
问题。） 白颊黑雁宝宝们一出生就必须
直面莎士比亚式的人生诘问。白颊黑雁
父母不像其他的鸟爸鸟妈一样叼来食
物喂宝宝，而是领着孩子自己去觅食。

然而，高高的悬崖峭壁，父母能够
轻而易举地飞下去，小宝宝们却尚只有
绒毛，翅膀还没长硬呢，无论如何也飞
不起来呀。怎么办？父母亲就让它们从
悬崖上跳下去。

望着陡峭的悬崖， 小宝宝害怕了，真
不敢往下跳。 父亲母亲就鼓励它们勇敢
点、别怕，并示范先跳了下去。然后，在下
边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的宝贝儿女。

小宝宝们自然有勇敢的，也有胆怯
的。勇敢的鼓足勇气赴汤蹈火。幸运的，
安全着陆；不幸的，当场牺牲。

鸟类中，白颊黑雁无疑是一个最
崇尚勇毅的民族。 面对孩子的生死，
白颊黑雁爸爸妈妈超级淡定。对胆怯
不敢跳崖的孩子， 父母是不屑一顾
的。 它们领着成功落地的孩子去觅
食。这，就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它
们别无选择。

智慧的人类，请理解、善待每一个
动物。所有的物种都与地球、气候有关，
与你我有关，都值得尊重和呵护！

徐亚平

深秋， 一年一度的候鸟壮丽迁徙
启幕啦！

连日来， 网络世界疯传着一段鸟
儿迁徙的视频。无人不为之动容。有说
是在秦岭； 有说是在台湾； 有说是在
“两湖”。咱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骨干、
文史地理专家、摄影家阿荻，精心为这
段视频做了“装修”，点击阅读已经突
破700万人次，都知道了“候鸟赶往洞
庭湖”。阿荻乐坏了。但天南地北的朋
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说阿荻“错了”。

我说， 都讲得对， 阿荻根本就没
错。能够动员公众爱鸟护鸟就是对的！

视频里是一群什么鸟儿？ 有专家
说，是白颊黑雁。无论这群精灵春天去
西伯利亚，还是冬天去台湾，它们都要
飞越万水和千山！ 有时就得到咱洞庭
湖加加油！

有专家说， 洞庭湖没有白颊黑雁。
这说法是不对的。2017年12月的洞庭湖
观鸟赛中，红嘴相思鸟队、GEF队等4支
眼睛最贼的观鸟军团就发现了白颊黑
雁， 这是湖南省鸟类分布的新纪录！谁
要再说洞庭湖无黑雁，我会跟他急！

鸟类专家姚毅曾私下跟我说，白
颊黑雁本来是北美地区才有的。 它是
迷路了，误打误撞跑咱洞庭湖来了。

我不希望人迷路； 但喜欢鸟儿迷
路。都迷路到咱洞庭湖来吧。

1

白颊黑雁为鸭科黑雁属的鸟类，
是一种很容易识别的鸟儿。

顾名思义，白加黑，当然还有点灰
色。羽色为白、黑、灰；背部色灰；颈部
和胸部黑色； 腿和臀部是黑白双色相
杂。嘴也是黑色的，眼睛前还绘了一个

“黑三角”。 白颊黑雁的小脑袋瓜子则
是纯白色的，有灰色条纹环绕着。

看到它的模样， 我便想起京剧的
脸谱来。

脸谱， 是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
画。不同行当的脸谱，情况不一。“生”

“旦”面部妆容简单，略施脂粉，叫“俊
扮”“洁面”。而“净”与“丑”面部绘画
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
彩的， 图案复杂， 因此称“花脸”；而

“丑”，则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
称“小花脸”。京剧脸谱以“象征性”
与“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
和变形的图案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
征。如关羽的丹凤眼、卧蚕眉，张飞
的豹头环眼，赵匡胤的面如重枣等。
浪里白条张顺因“白”字勾白脸，曹
操也历来是白净脸。

白颊黑雁就是洞庭湖候鸟里的
“曹操”！

2

在地球上， 白颊黑雁主要分布
于北欧、西欧、北非、北美；南欧、东
欧也有过记录。

白颊黑雁主要以青草或水生植
物的嫩芽、叶、茎为食，也吃根和植物
种子，冬季有时还吃麦苗等农作物的
幼苗，常成群觅食。晚上一般栖息在
浅水处或沙滩上。每天黎明，它们会
成群结队跑到草原上去工作；中午又
回到水边午休、喝水、还吃些沙粒促
消化；晚上有时也在觅食地睡觉。

白颊黑雁善游泳，善潜水，但特
长还是万里蓝天展翼， 飞翔速度每
小时达60至80公里。飞行时有时呈
斜线、有时呈“V”字形，很不规则。
迁徙季会一鼓作气地从欧洲跨越大
西洋飞到北美洲去。何等壮丽啊！请
围观，但绝不要去伤害它！

那么， 白颊黑雁呈斜线或“V”
字形队形是为了什么呢?
� � � � 这涉及到鸟类的生存智慧学。
原来，这种队形在飞行时最省力。最
前面的雁儿拍打几下翅膀， 会产生
一股上升气流即浮力， 后面的雁儿
紧紧跟着，同频共振制造了强气流。
兄弟姐妹彼此就充分利用这股气流
飞得更快、更省力。当然，头雁的岗
位会轮值。这样，一只跟着一只，雁
群自然飞成了斜线或“V”字形。莎
士比亚说过，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
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
往直前，一定可功成名就。

弱弱地问您， 白颊黑雁的飞行
队形带给您什么启示呢？

我想，启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
最期望的答案是： 您的家庭会愈加
爱鸟、护鸟、珍惜生命！

3

也许是为了避险吧，白颊黑雁把巢
建在悬崖峭壁上。 巢由干草等构成，里
面铺些绒羽。

当白颊黑雁夫妻有了爱情的结晶，
妻子产下了五六枚卵，开始孵化，丈夫
则在巢的附近执行警戒任务。

夫妻俩超级有爱！ 雌雁离巢觅食
时， 便用巢边绒羽和草将巢掩盖起
来。若有敌人入侵，雄雁便高声鸣叫，
并装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有时甚至做
出准备攻击入侵者的姿势而绝不弃卵
逃走。

不要一个月，小宝宝破壳而出，一降
生就长着丰满的绒毛，只几个小时就会蹒
跚学步了。 父亲和娘亲就守护在它们身
边，目不转睛看着它们蹦蹦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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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要上演“挑战极限”了。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
问题。） 白颊黑雁宝宝们一出生就必须
直面莎士比亚式的人生诘问。白颊黑雁
父母不像其他的鸟爸鸟妈一样叼来食
物喂宝宝，而是领着孩子自己去觅食。

然而，高高的悬崖峭壁，父母能够
轻而易举地飞下去，小宝宝们却尚只有
绒毛，翅膀还没长硬呢，无论如何也飞
不起来呀。怎么办？父母亲就让它们从
悬崖上跳下去。

望着陡峭的悬崖， 小宝宝害怕了，真
不敢往下跳。 父亲母亲就鼓励它们勇敢
点、别怕，并示范先跳了下去。然后，在下
边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的宝贝儿女。

小宝宝们自然有勇敢的，也有胆怯
的。勇敢的鼓足勇气赴汤蹈火。幸运的，
安全着陆；不幸的，当场牺牲。

鸟类中，白颊黑雁无疑是一个最
崇尚勇毅的民族。 面对孩子的生死，
白颊黑雁爸爸妈妈超级淡定。对胆怯
不敢跳崖的孩子， 父母是不屑一顾
的。 它们领着成功落地的孩子去觅
食。这，就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它
们别无选择。

智慧的人类，请理解、善待每一个
动物。所有的物种都与地球、气候有关，
与你我有关，都值得尊重和呵护！

徐亚平

深秋， 一年一度的候鸟壮丽迁徙
启幕啦！

连日来， 网络世界疯传着一段鸟
儿迁徙的视频。无人不为之动容。有说
是在秦岭； 有说是在台湾； 有说是在
“两湖”。咱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骨干、
文史地理专家、摄影家阿荻，精心为这
段视频做了“装修”，点击阅读已经突
破700万人次，都知道了“候鸟赶往洞
庭湖”。阿荻乐坏了。但天南地北的朋
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说阿荻“错了”。

我说， 都讲得对， 阿荻根本就没
错。能够动员公众爱鸟护鸟就是对的！

视频里是一群什么鸟儿？ 有专家
说，是白颊黑雁。无论这群精灵春天去
西伯利亚，还是冬天去台湾，它们都要
飞越万水和千山！ 有时就得到咱洞庭
湖加加油！

有专家说， 洞庭湖没有白颊黑雁。
这说法是不对的。2017年12月的洞庭湖
观鸟赛中，红嘴相思鸟队、GEF队等4支
眼睛最贼的观鸟军团就发现了白颊黑
雁， 这是湖南省鸟类分布的新纪录！谁
要再说洞庭湖无黑雁，我会跟他急！

鸟类专家姚毅曾私下跟我说，白
颊黑雁本来是北美地区才有的。 它是
迷路了，误打误撞跑咱洞庭湖来了。

我不希望人迷路； 但喜欢鸟儿迷
路。都迷路到咱洞庭湖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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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颊黑雁为鸭科黑雁属的鸟类，
是一种很容易识别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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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它的模样， 我便想起京剧的
脸谱来。

脸谱， 是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
画。不同行当的脸谱，情况不一。“生”

“旦”面部妆容简单，略施脂粉，叫“俊
扮”“洁面”。而“净”与“丑”面部绘画
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
彩的， 图案复杂， 因此称“花脸”；而

“丑”，则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
称“小花脸”。京剧脸谱以“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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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形的图案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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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豹头环眼，赵匡胤的面如重枣等。
浪里白条张顺因“白”字勾白脸，曹
操也历来是白净脸。

白颊黑雁就是洞庭湖候鸟里的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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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杨必军

那一年，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时
间不长，但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所有在公
司的广告业务员来说， 能够拉到单就是
工作成绩。 这份工作对我这样才从学校
出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考验。

有一天， 公司经理介绍我去一家单
位认识一位刘总， 要我争取把刘总的单
做下来。我当天就去了刘总单位，上门自
我介绍后说明来意。 没想到刘总说了一
句：“我很忙，明天上午10点半来吧！”我
当时很想说，我公司离这较远，能不能耽
误一分钟，只要他同意，其他的事就交由
他属下来谈。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感觉他
那天不太高兴。

第二天，我从公司提前出发，没想到
路上堵车，等我赶到刘总办公室时，正好
10点半。 刘总说：“你迟到了两分钟呢？
我现在正忙，你明天上午8点半来吧！”我
抬腕看了看手表，正好准点赶到，怎么会
迟到两分钟呢？我没有解释，很歉意地退
出刘总办公室。

那天晚上， 我准备看7点的新闻联
播， 电视里准点报时的声音让我习惯性
地抬腕看表，心头为之一震，因为我的表
是6时58分。我的表真的慢了两分钟，心
里想着我误会刘总了， 幸好当初没跟他
争执我是准点赶到的， 我立马把时针调
整过来。到了第二天，我怕堵车，提前半
个小时从家里出发直接去了刘总办公
室，到达时与刘总约见的时间还差10分
钟。“刘总好！” 刘总抬头瞟了我一眼说：
“不是约好8点半吗？ 先到外面休息室等
会吧！”我再次退出。

8点半时间一到，刘总的秘书叫我进
去。 我进门边走边说：“刘总的时间观念
真强呵！向你学习！”“你打算怎么宣传我
们单位？先把方案拿给我看看吧！”他这
一问是我始料未及的。 因为我此前没有
准备具体的书面宣传方案， 只带了一份
合作协议。 他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说：
“先拿个方案给我看看再说！改天再谈！”
我非常尴尬， 原本打算口头向他介绍宣
传方案的，没想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封了。

回到公司， 我根据刘总单位的情况
以及他们提供的一些资料， 做了一个详
细的书面方案， 尤其在单位形象宣传的
彩图上， 我亲自守着电脑室的工作人员
排版。当自己策划的第一个成果出来时，
我好像捧着签约合同一样高兴。

过了一天，我拿着方案又来到了刘总
办公室，刘总看完我做的策划很满意，答
应做宣传，但他说我公司开出的宣传费
用太高，同样的版面，同样的彩页宣传，
另一家广告公司要比我们便宜得多！说
完，他拿出另一家广告公司的价目表和
方案。我立马意识到这笔单黄了！可马
上又想，不行，得听听他的出价。我说：
“那刘总的意思是多少？”刘总伸出两个
指头：“2万元！”我想，这正好是单位应
收成本价，怎么办？不签吧，单位失去这
笔单，签吧，自己还要倒贴。最后我还是
咬着牙同意跟他签合约， 反正签不签，
我都亏着本，但公司赚到了！那是我签
下的第一笔自己没赚到钱的单 。 接下
来，那笔广告费也顺利地转到了公司财
务账上。那以后，心里盘算着下一回绝
不再做这样的拉风单。

一个月后，我正在公司熟悉一家拟合
作单位的业务资料，我的上司打电话要我
送两套才出版的刊物到益缘茶楼8卡座。
我拿了两套刊物就往那赶，看到上司跟刘
总在一起喝茶！

我一入座，上司就告诉我，刘总是他
的好朋友，是玩得最好的兄弟。接着，刘总
发给我2000元业绩奖金， 上司微笑望着
我，示意我收下。刘总直接说：“小伙子好
好干，今后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做什么事
都要有充分准备。最重要的一点，做事要
有时间观念，做到常对时钟不误时……”

不久，我升任广告公司经理助理。过
后我才知道，经理原先介
绍我去刘总单位是他
俩预先设计好的 ，是
为我出的一道考题 ，
这道考题不深奥 ，但
深深地考验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