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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正

最好的河流

这些年来，我见过无数条

河流

却从来没有一条

像妻子家门前的那一条

那样，宽阔而柔软

她一说话，天就荡漾；她

一流泪，我即湿透

洲上坪之夜

流水拉着大地的琴弦，月

光抚摸村庄的睡眠

在我的身边，妻子和女儿

睡熟了

自留地里，南瓜和西红柿

睡得更静

此刻，在我们的小花园里

紫玉兰的枝叶依偎着桂

花树的

三角梅的花瓣吻着扶桑

花的

在湖边

湖里装满蓝天白云，青山

绿水

那葱绿的田野旁，房屋整

洁干净

阿婆拿着耙子翻晒湿漉

漉的稻谷

阿妹坐在桂花树下，绣着

梦中的山水

孩童们欢快奔跑，水里荡

漾清澈的童年

岸边静坐一个满怀喜悦

的人

湖里装着一个欣欣向荣

的祖国

乡村木柴

我喜欢乡村的木柴，一捆

捆

码在屋檐下

我喜欢柴火里住着的

安静和质朴

一个老木匠，用木柴

做成孩童们的玩具

一个老农民，把木柴

像塔一样往上堆积

阿婆拿着柴刀，静静地

劈出一个又一个

美丽而柔和的黄昏

阿妈借助一堆堆柴火

取出一座座温暖而光明

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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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凯频

一连下了几日雨，倒春寒把开始暖和的春天

变得料峭。蜗居陋室，很有几分清冷。“梨花开，春

带雨。梨花落，春入泥……”电视里京剧梅派名

家李胜素正唱着《梨花颂》。二黄调式加入梅派唱

腔委婉大气，嗓音圆润华丽，清亮穿透。受这般声

情感染，思想起关道山上那片梨花林。

春分已过去近十日，梨花在不紧不慢地开。

过了清明，梨花差不多就该慢慢谢了，春天也就

要过去。常言春归无觅，不如趁着春天还在去看

看雨中的梨花。拿上雨伞，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

盘山村道，爬上海拔七百米高的关道山。

山间春雨连着雾，地热冒出的水汽很灵动，

从峡谷中升腾，丝丝缕缕，飘飘渺渺，随风聚，亦

随风散。透过雾间远远望去，一树树白色的梨花

像刚刚下过一场雪。“闻道郭西千树雪”“醉袖迎

风 雪 一 杈 ”“ 梨 花 枝 上 层 层 雪 ”“ 惆 怅 东 栏 一 株

雪”，古之骚人多以雪来比喻梨花，这会儿身临其

境，便可以体会到这独到的妙处。

走进梨园，便进入了花的海洋。梨树高过人头，

人于其中便被淹没。也许经雨滴拍打，抑或被春风

吹拂，一朵朵一簇簇的梨花在树上轻轻摇曳，像一

团团一堆堆滚动着的白色的浪花。近处看梨花，全

没有了远观的朦胧，那般具体，那般完整，那般生

动。朵朵梨花素面朝天，清新雅丽，袅袅婷婷。五瓣

花瓣简单朴实，匀称分布，恰到好处，像自然天成的

羊脂玉，皓白，纯粹。花蕊嫣然，雄蕊豆绿色的花丝

粘着红色的花粉，雌蕊浅黄色的花柱撑着黄色的柱

头。整个看去，高洁，低调，不妖艳，不扭捏，冰清玉

洁，清姿脱尘，犹如深闺里初长成的豆蔻少女，天生

丽质，略施粉黛，柔美婉约。白石老人画樱桃赠与张

仃先生，几颗殷红樱桃盛在粗瓷土碗里，题诗曰：

“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从红润饱满

的樱桃想到美人嫣红的小嘴，从美丽动人的小嘴想

到美人的柔情似水和风情万种，想到人间的爱恨情

愁和悲欢离合，美好的佳话与无奈的悲情皆包含在

颗颗樱桃里。雨中的梨花也这般格外动人，丝丝细

雨轻轻地落在花蕊里，慢慢集成水珠，顺着花瓣滑

落，像美人眼睫上的泪珠流过脸颊，留着一条清晰

的泪痕，雨不停，泪不止，教人心疼，心碎，亦教人断

魂。“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只有这般

情势，你才能明白什么叫梨花带雨。

在梨林中徜徉，很多时候只能合了雨伞，时

常被花朵抚摸了头发、脖颈和脸颊。梨花滴下的

水珠滑落在颈脖里，凉飕飕，痒酥酥。水珠滴得越

加多，便湿了衫襟，却全然不觉冷，反倒感到亲

切，温馨，惬意。

雨淅淅沥沥地下，在梨林里，除了雨滴落在叶

片花瓣伞面上的声音，再没有其他声响。雨打在叶

片上花瓣上伞面上的声音，响法各不同，强弱也不

同，组合在一起，时而感觉有着规则的节奏，时而

又觉得没有节律的混响，像乐手用汉筝弹拨美妙

的曲儿。间或远处林中依稀有杜鹃“归——归归”

的啼叫，婉转，清脆。这远离尘世的境界，唯有这

样的曲音与鸟叫，让人联想到“鸟鸣山更幽，蝉噪

林逾静”的句子。

徘徊在梨林里观赏梨花，这曲儿倒是极好的

背景音乐。沉浸在这意境，你会感到梨花的仪态、

摇动、舒展都有着音乐舒缓的节律，又感觉到这

曲音里有着梨花的温婉、妙俏和优雅。突然想起

梨园有着戏剧的含义，《新唐书·礼乐志》载：“玄

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

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

子。”李隆基这位皇帝老子还真有非凡的志趣，

选梨园这样幽静绝美的地方训练乐师，大概就是

梨花会美了音乐，音乐又美了梨花的缘由。

整个梨园里，弥漫着梨花的清香，淡淡的，沁

人肺腑。雨天蝴蝶没有来，蜜蜂也没有来，一个人

在花海里独自享受这份远离城市的清雅，时而沉

没，时而漂浮，在馨香里陶醉，在痴恋中迷失。贪

婪地深吸每一口气，只想把这芳香全攥进肺里，

用这芳香清洗装满世事红尘的心。

像酣醉醒来，不知不觉在梨林中已转悠了半

日。风过雨停，走出梨林，浸湿了的头发和衫襟沾

满了散落的花瓣，心胸里满是梨花的清爽与宁

静，浑身上下也有了一股梨花的清香，似乎心里

也变得极为纯洁，许是与之化矣。

梨花风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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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不幸的小天鹅。一只在洞庭

湖屈原大堤外的湘江河道遇险，一只

在屈原垸内的青港虾塘受伤。

幸运的是，它们都先后获救，最终

重返蓝天。

鸟国渊源

汨 罗 江 源 远 流 长 。这 个“ 罗 ”，是

“罗网”的意思，源自罗子国。

古罗子国是个擅长罗网捕鸟的部

落，楚文王时迁至今湖南湘阴（现湘阴

县、汨罗市和屈原管理区）一带。那还

是公元前 700 年左右的事。

公元前278年，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写

下绝笔《怀沙》，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电视剧《芈月传》播出后，这里被认

定为秦昭襄王母宣太后芈月的故里。

同为汨罗江畔的农家子弟，多年来

一直关注候鸟迁徙的志愿者，我和周自然

不止一次讨论罗子国时代的国计民生。

三千年前，汨罗江口是什么样子呢？

那里曾是一片莽莽苍苍的洪泛平

原，每年汛期水涨为湖，旱季水落为滩，

湖草开始蓬勃生长，整个洞庭湖、湘江和

汨罗江的河口地带，就变成了一片茫茫

大草原。这个时候，北方的天鹅大雁和各

种候鸟，不堪西伯利亚的寒流侵袭，不远

千里飞到这儿享受鲜嫩的美食。

到 了 农 耕时代，人们不断与水抗

争，开始修建堤防和水利设施。新中国

成立以后，大兴水利，围湖造田，汨罗江

入湘江口就辟道凤凰山，先后围出屈原

和磊石两个大垸。人湖争地，人类完胜。

美丽的洪泛湿地不再是候鸟的温

床，困难年代，甚至还出现过打鸟副业

队，大张旗鼓地捕杀雁鸭，以补粮荒。

但是，美好的品德总能在老一辈

的口口相传中保留下来。“弋不射宿”

“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

原始的慈悲之心和悲悯之情，成了保

护生态的内在动力。

总有优良传统被继承下来，总有

人在自发保护野生动物。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就是专门为保护洞庭湖生态

和生灵成立的，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环

保志愿者。而此前，他们中很多人就在

以各种方式保护母亲湖。

汨罗江畔的周自然便是其中一名志

愿者，他发起“跟着大雁去迁徙”护鸟活

动，立志要使湖湘文化中悲天悯人的传

统得到传承。10年来，我俩每年春天组织

志愿者在洞庭湖畔送雁北迁，秋天迎接

它们归来，在中俄境内重要鸟道 10 次

立碑，4 次全程跟踪守护大雁迁徙……

2020 年，洞庭湖退水较缓，小天鹅突降岳

阳市屈原管理区东古湖，而我们“跟着大雁去迁

徙”全球跟踪守护候鸟团队刚好也跟随小白额雁

从东北辽河流域跨过渤海湾经黄河入海口、鄱阳

湖进入洞庭湖。

时任屈原管理区党委书记金晨、区管委会主

任万东盛情邀请我们活动组专家去座谈，意在留

住天鹅。

寒暑易节，又是一年。

2021 年，瑞鸟如期而至。现任区党委书记向科

军、区管委会主任杨林彬大喜，他们看到了小天鹅

在东古湖及周边湿地稳定过冬的可能性。接下来的

乡村振兴和产业规划都要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小天

鹅的长期栖居条件为出发点，大意不得。

他们要聘我为屈原管理区生态文明建设顾

问，希望我组织生态和鸟类专家尽快来屈原“共商

国是”。我认为随着小天鹅的到来，大批观鸟人、摄

影爱好者会随之而来，如果不合理引导，可能对小

天鹅栖息不利，宜急邀专家来做方案。

我随即视频连线周自然，通报了这个想法。他

深表赞同，并积

极帮忙联络有关专家。

这时，屈原管理区党委宣传部

部长韩德辉向我通报，一只小天鹅误入青港

村虾塘的地笼，挣脱时翅膀被勒伤，鼻骨受损；虾

农下塘救出，已送东古湖志愿者龙勇家中救护。

我将这只天鹅命名为“芈月”（昵称“月月”）。若再

有一只受伤天鹅获救，就叫“平平”，因为屈原名平。

周自然当即联系湖南省动物物联网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周立波博士，邀请他参加研讨会，并

给“月月”装上鸟类卫星跟踪器放飞。

2021 年 12 月 19 日，湘鄂赣三省鸟类专家如约

来到屈原管理区东古湖。江西鸟类专家王榄华诊

断后，认为小天鹅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回到野外

恢复比笼养更好，屈原管理区自然资源局 于 是 决

定马上放飞。

在龙勇的协助下，周立波给“月月”戴上跟踪

器，由向科军放飞。刚一打开鸟笼，“月月”就大步走

向 水 边 ，随 后

一步三顾、从从容容游向

湖心，慢慢接近天鹅大群……

“这是本周放飞的第二只小天鹅了。”周立波说。

2021 年 12 月 15日在屈原大堤西岸、湘阴横岭湖保护区

的青山岛救护放飞的小天鹅这几天也飞到了东古湖。

“那就叫它‘平平’吧。”我高兴地说。

从此，周自然每天都会打开手机上的跟踪软

件，查看“月月”和“平平”的活动轨迹，并截图发送

到微信群，让大家及时了解两只小天鹅的野外生

存状况。两只小天鹅的行踪，也成为了屈原人民茶

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2021 年 12 月 23 日起，周自然发现“月月”停止

了回传信号。

她怎么了？是否没有真正恢复、衰竭而亡？万

一“月月”的跟踪失败，如何跟屈原人民交待？“月

月”的故事要不要继续讲下去？

26 日，岳阳大雪。周自然和摄影家潘学兵、张

京明同往屈原，直奔“月月”最后的信号点。透过树

林，隔渠相望，很多大雁、天鹅在闹腾。但雪雾茫

茫，视线不好，无法观察到“月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一早，周自然发布“号外”：

“月月”向北飞行 100 公里，进入湖北石首市长江故

道天鹅洲。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我斗胆向湖北

长江天鹅洲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总工

龚成发出“指令”：“请安排弟兄们到天鹅落点附近

观察，并发动乡亲一起保护。拜托了！”

龚成雷厉风行，马上联系保护区巡护科科长

陶乐，让他带两人迅疾赶往现场。同时，我又请求

石首市江豚保护协会救护队立即派人守护。

“月月”当时已经有了很多粉丝，我设法在湖南

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开设了《一湖天鹅一湖诗——

屈原作家、诗人的天鹅诗流》专题，编发当地作家

们的生态文艺作品。

从这些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月月”的离开，

让岳阳人民多少有些惆怅。

今年 1 月 25 日（腊月廿三），周自然再也坐不

住了，决定驱车前往石首天鹅洲看“月月”。

在石首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周自然来到天鹅洲长江故道，眼前有成群的

小天鹅在嬉戏、打闹，他用望远镜来回观察了很多

遍，并没有找到戴着项圈（卫星定位器）的“月月”。

他仔细分析了“月月”的最近行踪，发现“月月”

每天白天都会前往天鹅洲北面 10公里处的秦家洲村

的农田觅食。如果明天他能够在小天鹅到来之前，提

前进入那个区域，可能是一个极佳的观察机会。

次日，南方小年，风雨交加。

一大早，周自然进入“月月”觅食的农田。这里

是大片的龙虾养殖场，现在不是养殖期，虾田大水漫

灌，水生植物蓬勃生长，这是小天鹅们最理想的食

堂。周自然与村庄之间的距离大约为 300米，如果“月

月”今天来到这里，他在车里就可以清楚地拍到。

但是，等了很久，还不见小天鹅到来。“月月”

今天会来吗？或者这个天气，它根本就不打算来。

雨势很大，周自然只得收拾器材，准备离开。

就在此时，30 多只小天鹅由远而近、一路欢歌，出

现在头顶。它们可能发现了这个新来的黑色怪物

（车），在上空盘旋了一阵，然后一部分小天鹅朝北

方飞去，另外一部分则展翅悬停，准备降落。

“‘月月’肯定就在里面！”周自然通过手机直

播，十分肯定地说。

直播画面中，12 只小天鹅已稳稳降落在他的

左前方。

雨越下越大，周自然用毛巾盖住相机和镜头，继

续拍摄。忽然，他看到一只天鹅的颈上有明显的暗部。

“那就是‘月月’的颈环！”周自然拿起望远镜，

仔细辨认。

没错，那就是卫星跟踪器。

12 只小天鹅，自然分成 3 组，“月月”这一组，两

只纯白色羽毛的成鸟，两只灰色羽毛的亚成鸟。成

鸟“月月”开始在左边，慢慢地游到中间，与其中一

只亚成小天鹅做出交颈亲昵的动作，随后领头往

左越过大群，一起到另一边觅食。

有可能它们是一家！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

“月月”放飞后，与家人破镜重圆，共享天伦之乐！

周自然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归程。这时，女儿打

电话过来，他才想起今晚是小年夜。他无比感慨地

写了一首诗：我生前世是情痴，鸟过无痕独我知。

独守虾塘待鸳侣，心留云梦护归期。苦雨凄风单骑

过，萍天苇地万羽栖。红袖窗前小年夜，一车风雪

载传奇。

飞向长江

大年三十，万家团圆的日子，“平平”离开东古

湖来到了“月月”所在的天鹅洲。难道它们也要办

春晚吗？大家都觉得乐不可支。这个大年，天鹅们

也给我们贡献了一个特别节目。

正月初一，“平平”先飞汨罗江畔的白塘湖，随

后重回东古湖。

但是，“平平”放飞后一直没有被拍到过，终究是

个遗憾。考虑到“平平”这几天一直在洞庭湖和东古湖

之间往返，2月13日，周自然径直开车去了东古湖。

16时许，天鹅完成了觅食，开始陆续起飞，前往辽

阔的湘江湖洲过夜。周自然举起望远镜反复搜寻。

突然，一个戴环志的天鹅出现在镜筒里。

在东古湖水面的一个浅水区，六七只小天鹅

聚集在一起，不断点头交流。其中一只体型较大的

天鹅，背对周自然，但是颈部一晃而过的黑色物体

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这就是“平平”！“平平”离岸边的位置，跟卫星地图

上的位置完全吻合，说明这个下午，它就待在这里觅食。

次日，岳阳鸟友龙春涛闻讯赶来，拍到“平平”

嬉戏的场面，“平平”昂首挺胸，振翅欲飞，十足王

者风范！

时值雨水季节，南方阴雨连连，黄河开始解

冻，小天鹅即将北迁。

2 月 24 日，央视记者文允毅来电，告知央视将

在 3 月下旬直播“候鸟北归”，拟分东、中、西三个线

路直播，希望周自然提供相关素材。

周自然随即推荐了“月月”和“平平”，还给他

讲述了这两只小天鹅在洞庭湖揪心又温馨的故

事。央视二话没说就将其列入了选题。

说话间，周自然刷新了信号，惊奇地发现，“月月”

已经北迁到河南秦岭东麓区域。当天，江汉地区天气

晴好，正刮南风，“月月”御风而行，一鞭直渡河洛。

三天后，“月月”抵达黄河湿地乌拉特前旗段。黄

河尚未完全解冻，树木还没有发芽，小天鹅却飞过来

了，它们只能吃上年残存的庄稼和植物根茎。为了生

存和繁衍，在饥寒交迫中迁徙，这就是候鸟的宿命。

迁徙很壮观，但也很艰辛。

3 月 9 日凌晨，“平平”北迁。与“月月”的迁徙路

线基本吻合，平均时速 75 公里。次日，“平平”和“月

月”在黄河胜利会师。

这条小天鹅迁徙的路线，我和周自然是再熟

悉不过。2015 年，岳阳救助放飞小天鹅“春春”和

“涛涛”，我们就发起了一个大型跟踪守护活动，从

洞庭湖出发，跨过长江、汉水、黄河，来到乌梁素

海，一路守护小天鹅出境。活动按小乔初嫁、荆有

云梦、河洛索图、雁丘问情、长河落日、天涯明月等

预设情节进行，从月满到月亏，每到一处，所需情

景应时而出，妙不可言且充满人文美，很好地宣传

了生态文化和湖湘文化。

这个活动还促成洞庭湖与乌梁素海两个重要

湿地，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缔结成为友好湿地，南北

爱鸟志愿者相约一起守护鸟道平安。

现在，小天鹅再次来到黄河，一直在默默关注

“平平”“月月”的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程峰，马上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接力守护。

期间，志愿者罗跃忠天天守护在黄河滩，央视进行

了同步报道，而且成功地拍到了“平平”在黄河觅

食和起飞的珍贵镜头。

3 月 21 日，“月月”在巴彦淖尔市的磴口县北迁

进入蒙古国，一周后“平平”也飞越阴山，经蒙古国

往北迁徙。

4 月 11 日，“月月”进入俄罗斯。

5 月 1 日，俄乌战争战事胶着。“月月”从额尔齐

斯河的俄罗斯鄂木斯克段悄悄飞往鄂毕河，开始

沿乌拉山向北飞行，此时它已平安飞行 4500 多公

里，但离北极繁殖地还有 2000 多公里。

半载相逢终北去，留取丹心相守。每年，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都是这样守护天鹅、大雁

在洞庭湖越冬。随着小天鹅的北迁，周自然每天都

在播报它们的行踪，以及沿途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跟着大雁去迁徙”，我们为全国人民奉献了一个

精彩的生态人文故事。

小天鹅待在洞庭湖多长时间呢？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秘书处和巡逻队都知道：约 5 个半月。

这里常年没有冰冻，在候鸟南迁的时候，就是

洞庭湖退水的日子，秋水长天，大湖落日，青草嫩

芽，平湖落雁。如斯良辰美景也不知迷倒多少观鸟

客和摄影师。

所以，小天鹅真正的乐园，还是在咱们洞庭湖。

现在，洞庭湖所有的小天鹅都已离去，我们若

有所失。

再次相见，便是秋天。

共护迁飞

天鹅之约

欣欣向荣的
祖国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