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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摄影发烧友，老张早年就爱拿着相
机到处拍照。上世纪 90年代末，在一次野
外摄影时，他发现有人张网捕鸟，便顺手拍
下了一组。胶卷冲印后，看着图片上一只只
死去的鸟，老张越想越不是滋味儿，“我就是
这时候萌生了专门拍鸟，用图片引导人们爱
鸟的念头。”

想着简单，但真正拍起来却并不简单。
“鸟可不像人那么听话，能指挥着它摆摆姿
势。”老张说，“要想拍好，就得守候。”

守候，说着容易做着却难。“不管天冷天
热，有时候一守一整天，甚至第二天还得继
续。”老张说，夏天山林里鸟多，蚊虫也多。为
了不惊动鸟，还得把相机伪装好，一动不动地
埋伏在草丛中。

撩起裤管，老张腿上疙疙瘩瘩满是疤
痕，都是蚊虫叮咬留下的。

每年冬天，老张的主要精力都在拍摄
白天鹅上。从三门峡市的王官河滩到张湾
库区，白天鹅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为了抓

拍到最理想的镜头，他常常避开人多的地
方，独自守候在人迹罕至的河滩上、密林
中。刺骨的寒风顺着河面飕飕地刮着，“身
上的军大衣就像一层纸，人不大一会儿就
被冻透了，可目光一刻也舍不得离开那一
群群白色的精灵。”

像A55、A57，它们“兄妹六个”孵化时，
老张连续 90天一天三次趴在泥窝里，拍摄
到小天鹅从孵化到成长的过程。

离三门峡市区 30 多公里的甘山森林
公园，也是老张常去的地方。尤其是最近
几年在那里发现有国内珍奇动物红腹锦
鸡落户，老张去得更勤了。去年有一次，
他冒着大雪上山，抱着相机趴在山坡的石
坎下，整整守候了一天一夜，每当红腹锦
鸡从密林中走出来到麦地觅食时，他都会
抓住时机摁下快门。

“绿色的麦苗衬托着红腹锦鸡鲜红的尾
羽，漂亮！抢眼！”老张说，“守候虽然艰苦，
但能看到它们展示美丽的那一刻，值了！”

老寿星爱喝疙瘩汤

黄河湿地拍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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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居易去世1165年后的秋天，我来洛阳香
山。

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在茂密的香山上
攀，雨不能直接落下来，被那些树淡化了。踏上
窄窄的石阶，石阶蜿蜿蜒蜒，通向高处。前面一
个女子，白色长裙，露一双穿凉鞋的脚。不知道
白居易的墓地，只能跟着这脚一步步地走。女子
的前面还有人在攀，指向坚毅。到香山上来，多
是一个目的吧。

跟着这长裙真就到了白居易的墓前。
我发现这是一个组织，他们还举行了简短

的仪式，包括向白居易献花鞠躬，然后有人讲
说。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群韩国人。他们从另
一个国度冒雨而来，有老有少，年纪最轻的，就是
那位长裙女子。

来寻根问祖？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我后
来看到了报道，白居易的后裔30多万，分布在韩
国各地。他们成立有白氏全国宗亲会，是韩国有
较大影响的民间组织。我从那清秀的脸上望过
去，看到一张张苍老的面容。直到离去，他们还
在那里，有的绕着墓地，有的抓起一把泥土，有的
在树上挂上小纸条。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白
居易，我的中华民族的杰出先人，依然活在人们
的心里！

白居易祖父白湟曾任巩县县令，与当时的
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
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
村。一代诗人在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降
生。他在新郑一直生活到11岁，那是童年最好
时光。所以大和元年时，白居易自苏州离任返回
洛阳途中，在新郑又住了一宿：“去时十一二，今
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白居易活
了75岁，死后没有埋在家乡，而是葬在了他久居
的洛阳香山琵琶峰上。应了他“香山居士”的号，
琵琶峰又与他曾经作的《琵琶行》相合，墓志是李
商隐写的，同为河南老乡，也是诗坛奇俊。

二

那次去杭州，迎接我的是一场罕见大雪，壮
观的降雪在西湖上，茫茫一片白。白堤，同这场
雪对应了，堤上的柳在风中一斜一斜，枝条也成
了白条。不知道白居易当年可曾经历过这等美
景。白居易修建白堤，只为蓄水灌田，却成了西
湖一个胜景。当时朝中很乱，朋党倾轧。白居易
怕再被伤害，请求下去挂职，皇上批准了，先让他
做杭州刺史，后又任苏州刺史，都是天堂之地。
白居易很舒心，干得也好，留下了千古美名。如
果不是小人当道，被贬谪或外派，白居易没有那
么多的体察，中国的文学也不可能那么丰赡。

白居易是一个想有作为的人，总是上书皇
帝，提合理化建议。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
中丞裴度遭人暗杀，当权的宦官集团却不急于处
理。白居易上疏严缉凶手。那些人能舒服吗？
一说他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僭越，二说他母
亲是看花时掉井里死的，他写赏花诗有伤孝道。
实际上也有那些讽谕诗的影响，白居易被贬为江
州司马。这对他思想上打击很大，自比天涯沦落
人。江州水边送客，逢到了一个歌女，不禁泪洒
青衫，有了一篇《琵琶行》，和《长恨歌》同属于他
最成功的作品。那种声随情起，情随事迁的歌咏
有一种强撼人心的力量。“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
江心秋月白。”“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
声”、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此背
景下的人物统统染上了凄伤怅惘之色，读了忍禁
不已。

我去九江，江边已有琵琶亭，不知是不是琵
琶的弹唱地。上到庐山顶，走进花径，倒是白居
易消闲的所在。一尊立像，显出洒脱自如的姿
态，仿他当时“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
心”的心境。

三

从《长恨歌》也好，《琵琶行》也好，都能看出
白居易是个很知感情的人。白居易11岁时，因
避家乡战乱离开新郑，随母亲到父亲做官的地方
徐州符离。邻居有个比他小四岁的女孩湘灵，活
泼可爱，成了青梅竹马的玩伴。白居易有一首诗
《邻女》，便是追述十五岁时的湘灵。白居易还有
《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见出与湘灵感
情笃深。白居易29岁考上进士，回符离住了近
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未被允
许，白居易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
年秋，白居易作了校书郎，要将家迁至长安，回家
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成亲，被门户大于一
切的母亲再次拒绝，且不让他们见面。白居易写
了《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怀念湘
灵。白居易直到37岁，才与同僚好友的堂妹杨
氏结了婚，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他对妻子还是
不错的，有《赠内》诗：“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
尘。”但婚后仍没有断掉那份念想，写有《夜雨》、
《感镜》等。终有一次，白居易被贬江州途中，和
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漂泊的湘灵父女，时湘灵已经
40岁，一直未婚。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一场，
并写下了《逢旧》。这一点，让人传为佳话。

白居易不仅写有《卖炭翁》这类反映社会现
实的诗歌，还有很多写女性的，贫苦的农妇、守陵
的宫女、沦落的歌妓、闺中的怨妇等，表明了他对
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另一方面，他有些诗作
却显现出了对女性的不恭，因而让人诟病。

还有让人说辞的是家姬。蓄养家姬是唐朝
上流社会一种流行做派，白居易也未能免俗，甚
而过之。白居易当时是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
姬三人，但他的家姬知姓名的便有十几个，而且
还频繁地更换。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
棨《本事诗·事感》中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
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
腰。”是说樊素的嘴巧艳如樱桃，小蛮的腰柔细如
杨柳。现代人形容美女樱桃嘴、小蛮腰，就是从
白居易那儿来的。老暮中的白居易，无力逐风捉
柳了，还是让樊素和小蛮离开了，尽管樊素和小
蛮跟老白还不错。

四

有人不大喜欢白居易，还与他做的有些事
情有关。

徐州的朋友邀我去走走，我走到了燕子
楼。燕子楼是徐州守帅张愔生前为关盼盼建
的别墅。关盼盼原是妓女，被张纳为小妾。张
愔病逝后，张家的妻妾纷纷自寻出路，关盼盼
却不辞守节。燕子楼因而扬名。而助其扬名
的还有白居易。白居易曾到张愔府上做客，张
愔高兴地让关盼盼为客人歌舞，白居易看得眼
直，赞叹不已，说关盼盼是“醉娇胜不得，风袅
牡丹花。”

张愔去世后，关盼盼15年不嫁，白居易写了
一首诗：“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
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关盼盼边读
边流泪：我为张愔守节十几年，并非惜命不肯随
之而去，而是怕千年以后，人们议论我夫重色，有
从死的爱妾殉身，岂不损害了我夫的德行？于是
写诗回答了白居易，然后绝食而死。

多少年前，在成都郊外一片翠竹林里，我第
一次知道了女诗人薛涛，还知道了她是元稹的相
知，两个人有过密切的交情。后来负心的是元
稹，让一个才貌双全的女诗人独守江边。元稹、
白居易私交甚笃，相互唱和九百章，两人的文学
观也接近，时人称“元白”。元稹离去后，薛涛闭
门谢客，远离诗酒花韵之事。但10多年后，白居
易却给薛涛写了一首诗，表示出某种暧昧之情。
这点做的不是太光彩。所以他编《白氏长庆集》
没有收录这首诗，因为《白氏长庆集》要请元稹作
序，怕元稹看见吧。

五

白居易的生活过得没有像苏轼和杜甫那样
出现过窘迫，身边总是有酒又有女人。而且酒还
都是好酒，除了自家精心酿制，还有市上购得和
朋友相送。饮者大多是社会名流，多有丝竹伴
奏，僮妓侍奉。他走的地方也不是很艰苦，大都
临水，古时临水地都较为繁华。晚年久居的洛
阳，也是繁华都市。

白居易常常边喝酒，边操琴，边吟诗。有时
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两边的竹竿悬着酒壶，抱琴
引酌。白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在舟上宴请宾客，
命人在舟旁吊百余酒囊，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
直至尽兴。

白居易余诗2800首，饮酒诗八百。可见不
输李白。

白居易去世多时，人们前来拜墓，还是杯酒
祭奠，墓前的地上常是湿漉漉的，一片酒的香
气。1

拍鸟不容易，但这也并不是老张的终极
目标，“我是要用艺术作品感染大家，呼吁人
们爱护鸟类，保护自然生态。”

就在记者和老张站在湖边聊天时，老张
一连打了三个电话。一个打给林业局长，一
个打给公园管理处主任，另外一个打给湿地
保卫处的保安队长。

三个电话，说的是同一件事：有人在岸
边准备用无人机航拍天鹅，“建议你们立个
牌子：禁止用无人机航拍。响声把天鹅惊飞
了怎么办？”

老张不是小题大做。“天鹅的最大‘天
敌’就是人类，它们好不容易年年来三门峡
过冬，咱就得尽一切努力和它们和平相处。”

从10月 25日至今，老张几乎每天都会
到天鹅湖边转转。一边观察天鹅，一边观察
周边的人。他说，他曾看到一些摄影爱好者
为了拍到白天鹅起飞时的优美姿态，居然点
燃“二踢脚”扔进了天鹅湖，“眼瞅着白天鹅

受到惊吓，我又气又急，赶忙跑过去制止。
要知道，白天鹅胆小，就怕惊扰。”

除了自己爱鸟，老张还根据自己掌握的
专业知识，为保护鸟类、保护生态积极向有
关部门建言献策。如今的老张，不仅是三门
峡的鸟类知识专家，还是鸟类保护的法律专
家，对于鸟类的保护，国内外都有哪些法律
法规等，他都了如指掌。近几年，上海、广东
等地的政法机关在办理涉鸟案件时，也常向
他咨询相关知识。

2013年 12月，老张个人出资在鸟类摄
影专业网站“鸟网”上开辟了“三门峡生
态”，他几乎一天不落地上传他所拍摄的各
种鸟类美图，与全国各地的“鸟友”分享，交
流拍鸟、护鸟的故事和经验，增强人们保护
鸟类的意识。

“用自己的摄影作品来引起全社会对保
护鸟类的共鸣，这应该就是拍鸟者的最高境
界了吧？”老张笑问。1

天气越来越冷，老张的心情越来越复杂
——在遥远北方的大草原上，有他的牵挂：
天恁冷，它俩咋就不回家呢？也有猜测：它
俩是不是结成夫妻了？更有冲动：真想开车
去把它俩接回来！

2015年春天，在三门峡黄河湿地，一对
因伤未能北飞的白天鹅，孵出了 6 只小天
鹅。今年春天，它们身装定位仪随父母北飞
后，其中4只失联。从卫星定位仪传回的数
据看，编号为A55、A57的两只小天鹅落脚
内蒙古，且形影不离，“十有八九结成夫妻
了！”老张猜测说。

10月 25日前后，近万只天鹅都飞回到

三门峡黄河湿地过冬，它俩却仍留在草原
上。“这俩傻鸟！”老张颇显无奈。

今年 56岁的张明云，是三门峡市的一
位普通市民。16 年间，他行走在山间丛
林、河道沼泽，拍下了数十万计的鸟类图
片和视频。

见到老张时，他刚从陕州区张湾乡的黄
河边拍摄翠鸟归来。他的两脚都是泥，冲锋
衣被挂破了一个大口子，但他并不在意，展
示着他拍到的翠鸟，“为了拍这组照片，我在
河边蹲了一整天呢！”

说起和鸟打交道的事儿，老张说：“其实
就六个字：守候、认识、保护。”

“拍鸟得先识鸟。”老张说，鸟像人一样，
有自己的家族、生活习惯和喜怒哀乐，“认识
了、了解了，才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保护它
们。”

为了掌握更多的鸟类知识，老张还查阅
了大量资料，向专家请教，并把拍到的照片分
门别类建立了档案。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目前
全国仅发现有1000多只，且基本生活在东北
地区。”2012年秋天，老张在卢氏县的一处河
流里发现了10多只中华秋沙鸭，“可把我高
兴坏了！可秋沙鸭为啥要从东北迁到豫西
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老张潜伏在草丛里仔
细观察起了秋沙鸭的生活习惯，并拍了上百
张秋沙鸭图片带回去与有关专家研究，“肯定
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加之繁殖数量有所扩
大，它们就南迁到水质越来越好的三门峡落

户了。”
“鸟类有一个共同点：捉到小虫小鱼后，

如果是自己吃，会将猎物头朝后，如果是喂小
鸟，则会将猎物的头朝前以方便小鸟吞下。
这些细节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
说起鸟类的特性，老张如数家珍，“像红腹锦
鸡，身上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虽然好看，
但太过显眼，招来的天敌也多，猫头鹰、野猫、
蛇等都会袭击它们。但同时，它们也格外小
心，一般是早晨天不亮或傍晚日落时才出来
觅食，所以很难碰到。”

“都说白天鹅只吃草根和草籽，其实是不
对的。”老张特意找出了几张他拍的图片：一
只白天鹅从水下捉到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鲫
鱼，正要将它吞下去。“就是我这几张图片，颠
覆了人们以前对白天鹅饮食习惯的结论，也
为研究它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全新依据。”

想做专家

“终极”追求

□闫占廷

在“中国长寿之乡”宁陵县，刘楼乡胡举村
已103岁高龄的田路氏，几十年的日常饮食有
个特点：一天三顿都喝疙瘩汤。如今，老人身体
康健，记忆力好，还能做针线活。

老人生于1913年，婚后育有五男三女。老
伴田法启严于家教，田路氏勤劳慈爱，一家人和
睦幸福，老老小小48口人都在一口锅里吃饭，
是远近闻名的幸福家庭。

田路氏虽然不识字，却十分注重对孩子的
教育，再穷再苦也要供孩子们上学读书。大儿
子大学毕业后，曾在宁陵高中任多年校长。孙
子辈中有14人当教师，在当地素有“教育世家”
美誉。

由于子女多，心灵手巧的田路氏在裁剪上

练就了一手绝活。“那时候，白天在田地里劳动，
晚上织布织到半夜。全家几十口人的衣服都是
我裁剪，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田路氏说，“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穿衣都是买现成的，但我这套针
线笸箩从来不舍得丢。”亲戚邻居谁家生了小
孩，还会跑上门来请她帮忙做身小衣服。尽管
已103岁了，但老人的眼一点也不花，穿针引线
轻而易举。她手脚利索，拿起剪刀不几下就把
衣服的大样剪出来了。

老人的记忆力特别好。拿出她过寿时的全
家福，让她辨认照片上的人，她连外孙女家的孩
子都能喊出名字。更让人赞叹的是，家中所有
人的出生时辰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还是历史
的见证人，从民国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从“大跃进”到现如今的改革开放，整整一个
世纪，她都亲身经历了。现在讲述起这些事儿，

她经历过的不少情景和细节还记忆犹新。
她身体硬朗，上下楼从不用人搀扶。据四

儿媳陈素琴介绍，老人的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早
晨6时起床，饭后出去走走，到儿孙家串串门；
午睡两个小时，醒来喜欢逗小孩玩。

在饮食上，老人很有特点：早上喝一袋奶，
一天吃一个鸡蛋，不喜欢大鱼大肉，但一天三顿
必定要喝疙瘩汤。无论在哪个子女家，他们都
要特意为老人准备疙瘩汤，并在面汤里放上西
红柿、青菜，为她补充营养。老人笑着说，这疙
瘩汤是长寿汤，容易消化，对肠胃特别好。她还
编了句顺口溜：顿顿喝碗疙瘩汤，长命百岁又健
康。

“我的大孙子就要当爷爷了，到那时我家就
是五世同堂了。”田路氏还道出了心中的愿望，

“我还想再活一百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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