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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石雪帆 杨振辉

淅川县上集镇槐树洼村依山傍水，山名黑虎庙岭，水名
王沟河。

山上茂林修竹，河里溪流潺潺。这里不但山清水秀风光
好，而且还有成群的白鹭。

“这里有 687 只鹭儿。”73岁的老汉李书林说得有板有
眼，“是我连着在河沿儿蹲守三天，每天早上查飞出去的，晚
上数飞回来的，综合数据得出来的！”但他也知道自己这数据
不精准，“估计连那些在窝里孵小鸟的老鸟都没算进去。”

李书林是村里行医 50多年的乡村医生，就因为上世纪
80年代承包了一块竹林，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栖息在竹林里
的白鹭。他唤它们“鹭儿”……

一

天刚泛出鱼肚白，老李就骑着电动三轮车从离家10公里
的淅川县城赶回来了。10多年了，一大早儿去县城鱼市买回
几斤拇指长短的鲜活小鱼，成了老李的习惯。“早去早回，鱼
儿新鲜，还不误鹭儿饭时。”老李眼里，栖息在竹林深处的白
鹭，都是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主儿，若是自己每天去得迟
了，指不定就飞哪儿觅食去了。

4年前，老李患病，腿脚不灵便了，但习惯没变。改变的，
是他不能再一人一桶往河边去了。这个暑假，他把十来岁的
重孙女琳琳叫来帮忙——

“琳琳，该起床跟老爷喂鸟去喽！”
假期里，女孩晚上贪玩，白天贪睡。但琳琳听见老爷的

叫声，麻溜儿就起来了。
一根扁担，祖孙俩一人一头，肩膀抬着一桶活蹦乱跳的

小鲫鱼，摇摇晃晃往沟里去。个儿低的琳琳在前，老李在后，
走着，老李把扁担上的桶往他那头拉了拉。琳琳明显感觉到
肩上重量的变化，停住步子，扭脸嘟噜着嘴不满地说：“老爷，
你又这样！”

这沟离老李的住处里把地。这段路要穿过一条公路，再
下两道陡坡，然后在河滩上慎脚缓行。“这季节草稞子里蛇可
不少，都是鸡蛋粗细那种，它们都等着吃鸟蛋和竹梢落下来
的小鸟娃儿哩！”

以往这段路，都是老李一个人拎着桶来回。得病后，因为
他独个儿下陡坡摔了几次，儿孙们齐声反对他再往沟边来。他
妥协了，“不能不来啊，就想法儿觅个人一起呗。”老李说着，慈
祥的目光直直地盯在一旁正用袖子擦汗的琳琳身上。

一大片竹林随风作响。响声中，嘈杂着几百只白鹭的鸣
叫。聒噪，老李却受用，“你听，这就是鸟与大自然的声音！”
老李笑说着，大手握瓢舞动，一瓢瓢银色的小鱼撒满了浅水
滩。

四五十米外，竹林深处的鸟儿倏然热闹起来：几百只白鹭纷纷飞出巢穴，遮天
蔽日地在空中盘旋着、鸣叫着……

仰望空中着急吃食而又怯生的白鹭，琳琳欢快地挥舞双手，蹦跳着，欢笑着。
老李却上前宠溺地刮她的鼻子，“走了傻妮儿，别在这儿耽误鹭儿吃食。”

二

除了数百只白鹭栖息繁衍，这里还有杜鹃、斑鸠等其他鸟类数以千计，黑虎庙
岭成了名副其实的鸟的天堂。

“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有鹭儿，但那时只有零星数对，现在能有这么多，肯定少
不了我老李一份功劳！”望着青山碧水间展翅翱翔的白鹭，老李满脸自豪。

1965年，18岁的老李参加完公社组织的卫生员培训，当上了村卫生员。平日
里，他走家串户给乡亲们看病时，风景旖旎的那条沟，几乎是他必经之地。他热爱
那里的一草一木。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强，村里大片竹林被随意砍伐，眼瞅青山
要变荒山了，老李心痛不已。他主动承包了王沟河一侧的十余亩竹园，看护，养育。

“承包竹林？脑子进水了吧！”家里人几乎众口一词。老李虽然也解释了可以
按林业部门要求，通过有计划的砍伐、售卖获取报酬，但家人还是认为他这是干傻
事儿，“能挣几个钱啊？”

“说一千道一万，我真没想到包块竹林能跟鹭儿打上交道。”老李说，他承包竹
林后，几乎没人再来乱砍滥伐了。恢复生机的竹林，吸引了成群的鹭鸟在此安家落
户。上世纪90年代初，这片十几亩的竹林里，竟然聚集了数十对白鹭。“每天看着
这些我童年时见过的鸟又回来了，我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呀！”

白鹭繁殖的季节，老李却经常在巡守竹林时捡到死鸟，有时一天能捡十几只。
心疼的老李坐卧不安，可又想不出什么原因。于是，他直接把“家”搬进竹林，连续几
夜熬红了双眼，终于悟出了白鹭死亡的原因——附近沟河里的鱼虾满足不了它们的
胃口了。“这些家伙嘴刁着呢！死鱼不吃，内脏不吃，深水区里的吃不住，只吃浅水里
的新鲜活鱼。”老李眼里放光，还开着白鹭的玩笑：“就因为长得白，娇贵么！”

于是，老李就隔三差五往县城鱼市跑，专买新鲜的小鱼带回来往浅水滩里撒。
今年最多的一次买了六七公斤，都是他自掏腰包。“不吸烟、不喝酒，给鹭儿买小鱼
的钱就省出来了。”

三

夏日，狂风暴雨说来就来。这样的日子里，总有幼鸟被风吹雨打落下来。雨过
天晴，老李第一时间踏着泥泞走进竹林，看到地上折翅受伤的幼鸟，老李就会把湿
漉漉的它们搂进自己温暖的怀里带回家中，为它们消炎、包扎，慈爱地喂食喂水，待
它们羽毛丰满，再放归竹林……

老李没少因白鹭和人冲突。早些年，大量集聚的白鹭吸引了不少人拿着弹弓
甚至围网来到这里。因为阻拦，老李没少挨骂甚至挨打。有人说，山上的白鹭又不
是你家的，你凭啥不让逮？老李执拗地阻拦，却眼睁睁看着山上的白鹭由几十只增
加到上千只后，再减少到几百只……

一而再再而三的冲突，也让老李感觉到仅凭自己一腔热情不行，得靠法律靠政
府。2009年，他第一次给县林业局写信，呼吁关注白鹭。很快，县林业局派人前来
考察，对老李的行为给予肯定，还聘他为这片山林的护林员。有了“名分”的老李，
终于扬眉吐气了，“谁敢再来逮鹭儿，我现在能依法送他坐大牢去！”

沟里的鸟儿没人敢逮了，但问题仍有。有一天，沟里新开的一家农家乐的老
板，见林里的竹笋又大又嫩，就偷挖了几棵给客人尝鲜。老李知道了，不依不饶地
找上门去，硬是让老板道歉，还要写保证书。“叔，就几棵笋的事儿，你恁大火气弄
啥？我给你二百块钱中不？”

“不行！林子就这么大，笋挖光了，不长竹子，鹭儿住哪儿？”当场，老李黑着脸
说。

“现在，不仅周边村民理解了我的行为，就连那农家乐老板发现有受伤的幼鸟，
都会主动打电话让我去救助哩！”老李兴奋，“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啊！”

因为身体原因，4年前老李被迫卸下了护林员的担子。然而，喂鸟的活儿，老李却始
终放不下。“哪天一大早儿不去竹林里转上一圈儿，听听鹭儿的叫声，心里就痒痒。这种
生态环境来之不易，只有持续保护着，才能留得住青山啊！”夕阳下，古稀的老李说，
他剩下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但他只要能下地行走，就会照顾好他的那些鹭儿……1

□黄海涛

夏渐深，万物盛。沈丘县卞路口乡张保
元村一处药材种植基地里，一垄垄白术长势
喜人，油绿泛亮的枝叶随风摇摆……“一辈
子地里刨食，没想到种药材让咱家翻了身。
我们得加把劲，争取每亩赚它个一万块！”老
张一边给白术除草，一边给老伴鼓劲儿。

老张名叫张振礼，今年 65岁，过去靠
干 零 活 谋 生 ，一 家 人 勉 强 顾 住 肚 子 。
2016年，村干部入户走访，现场算了算收
支账，老张家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线，通
过民主评议、举手表决，老张被列入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

“虽说党的扶贫政策好，可咱不能躺
着等救济。可找个啥赚钱门路呢？”老张常
跟老伴念叨。“种药材呀！不需要太复杂的
技术，也不费太多体力。”驻村扶贫工作队
上门给他支招，并向他提供了几个中药材
繁育基地的联系电话。老张眼前一亮，邻
村就有几家种白术、白芍、金银花等药材
的，他跑去一打听，效益不错，关键是技术
和管理。老张可不怵，他爱钻研庄稼活，侍
弄地是一把好手，“种药材，咱也差不了！”

到几家药材繁育基地实地看了看，更
坚定了老张种药材的决心。“好药材不愁
销，当年就能见效益。”老张回来跟老伴
说，“听药材专家建议，咱们租地种白术最
合适，方便药商来这儿统一收购。”拿定主
意后，老张一个月跑了几趟学习技术，他
还把讲解过程用手机录了下来，经常看看
回放，反复琢磨……

2017年，老张在村委会帮助下，流转
了 20 多亩地种上了白术。打药、除草

……每一个环节老张都干得仔细，碰到问
题就给技术员打电话，然后再跑到邻村去
看同行的，跟同行切磋。“一天到晚泡在地
里，最忙的那阵儿，一天只睡两三个小
时。”老张说，种药材确实比种庄稼更麻
烦，想多赚钱就别怕多付出。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老张的白术
长得格外茂盛，根茎肥厚粗大，还没采收就
被收购商“圈”住了。“给的价格还行，一亩
地差不多能卖6000元。”算完账，老张长舒
了一口气，“终于能甩掉了穷帽子了！”

今年，老张的药材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50亩，不止种白术，还增加了白
芍品种。“药材种植对土壤有一
定要求，不能连年重复种
植。为保证药材的质量和
产量，俺搞的是轮茬休耕。”
老张言语里透着自豪，他说
他还在郸城那边又租了 20
多亩地。“过去俺是贫困户，
现在也算个小老板了。活
儿紧时，有十几个乡邻
跟着俺干，他们一天能
挣 100 块，俺对家庭困

难的优先聘用！”
在张振礼家堂屋墙壁上，贴着一张

奖状，“脱贫致富能手”六个大字格外醒
目。“这是去年评上的，乡政府宣传栏贴
的还有俺的照片呢！受俺的影响，一些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也种起了药材，经常
拽着俺给他讲技术……”老张边说边比画，
那写在脸上的高兴劲儿，甭提了。10

□张向前

自称“家在荥上，籍占洛阳”的唐代著
名诗人刘禹锡，辗转漂泊了一生，最终回
归故里，安息在荥阳东部的檀山原上。

34岁之前，刘禹锡可谓春风得意马蹄
疾。写诗，士林高誉；考试，进士及第；仕途，
有人欣赏提携。可惜，花无百日红……

一

素有革除弊政之志的王叔文、王伾等
人，受到唐顺宗的信任进入权力中枢之
后，刘禹锡的才华志向也受到了王叔文的
器重，遂被委以重任。由于王叔文等人的
新政举措触犯了藩镇、宦官等的利益，很
快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扑，刘禹锡也被保
守派视为异己。

在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被贬案
中，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病死，王叔文被
贬为渝州司马后又被赐死。刘禹锡与柳
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
为远州司马……刘禹锡啥也没说，携带简
单的行囊就上路了。尽管前途未卜，他还
是按朝廷要求去往他乡。人走了，事却并
没有完。途到荆南，朝中有人吹风：对刘
禹锡等人的处罚有点轻了！

于是，正在赶路的刘禹锡稀里糊涂又
被加贬为连州刺史。朝廷还有人不依不
饶，接着把他续贬为朗州司马。越贬越偏
远，纵是天涯又何妨！刘禹锡依然风一程
雨一程地奔向目的地。

在郞州任上，刘禹锡励精图治，使百姓
逐渐过上了安定的生活。飒飒秋风中，与

刺史窦常饮酒的刘禹锡，想起离世的朋友、
频繁的人事代谢，不由得感慨万千。天高
地远，悲凉心境触发了他的诗情：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短短的28个字，气贯长虹，千古铿然。

二

刘禹锡再次被贬谪，是走了玄都观
“桃花”的背运。

贬谪十年，奉诏还京不久的刘禹锡，
一日与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相携前往
玄都观看桃花。达官显贵，仕林新秀，人
群熙攘，市声喧喧。高谈阔论间，夹杂着
一些庸俗而粗鄙的话题。刘禹锡触景生
情：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他一点悔
改的心都没有，还以满眼的桃树桃花喻讽得
势的新贵。于是，因“语涉讽刺，执政不悦”，
刘禹锡第二次被贬，外放播州刺史。御史中
丞裴度为他求情，遂改贬其连州刺史……

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
返洛阳，白居易从苏州返洛阳。二人在扬
州初逢，白居易触景生情，替刘禹锡抱不
平，宴席作诗“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
折太多”，多少有些安慰他的意思。哪知
刘禹锡哈哈大笑，诗兴勃发：“沉舟侧畔千
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转眼，又到了桃花盛开的季节。刘禹
锡策马来到玄都观外，信步入门，只见杂
草丛生，没了先前赏花的人影。当年满眼

盛开的灼灼桃花，如今连树也找不见了。
世事变幻，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
宗，换了四个，因赋玄都观诗开罪的武元
衡也被刺身亡多年。当年发配的刺史又
奉旨回京，担任了主客郎中：“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以刘郎自居的刘禹锡似乎有些高调
地告知世人：压不垮的刘禹锡又回来了。
两次遭贬，前后 23年，他并没有沉沦，坚
韧之中还夹带着一股超脱与豪迈。

晚年居洛阳的刘、白二人都患有眼
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白居易由
是有些颓丧。邙山聚会时，见老友郁郁寡
欢，刘禹锡宽慰道：“乐天何以如此悲伤?
生老病死，乃天之道耶。况姜太公古稀之
年垂钓于渭水，才为上用。”说罢，刘禹锡
赋诗一首：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去世前一年，李德裕回京任宰相，将
他咏怀壮志的《秋声赋》寄给刘禹锡。刘
禹锡在回赠诗中有句：“骥伏枥而已老，鹰
在韝而有情……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
于秋声。”古稀之年的刘禹锡仍自比老骥、
雄鹰，想着驰骋高飞。

一生鼓角长鸣的刘禹锡，于公元 842
年在洛阳家中永远放下了他的那支生花
妙笔。对生活一往情深的他，在秋声中长
眠。10

一
个
老
人
和
一
群
白
鹭
的
故
事

□梁永刚

小时候，家里吃的面都是在村里的石
磨屋里磨出来的。我七八岁时，村里终于
有了一台被乡亲们称为“电磨”的老式磨
面机，从此少了推磨的辛苦。在麦场碾压
脱粒的麦子难免夹杂有土坷垃、小石子等
杂物，而当时的磨面机缺少配套的鼓风除
尘设备，磨一次面，需要做大量细致繁琐
的准备工作，比如筛、簸、拣、淘、晒等程
序，其中淘麦，就是用水把麦子洗洗，将麦
子中的泥洗去，把沙淘去，再晒干，然后磨
成面。

在我记忆中，各家各户淘麦都得去村
前的河边。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河边有
几块平展展、光溜溜的青石，周围是大片的
空地，很适宜淘麦并晾晒。那时候父亲在
外面教书，我和哥姐年龄尚小，家中里里外
外的活儿都由瘦弱的母亲一个人干。找一
个晴好的日子，匆匆吃过早饭，母亲喊上我

和哥姐，忙活着把瓦缸里的麦子往外挖。
土法烧制的瓦缸很深，母亲使劲踮着脚，探
着身子，甚至把头伸进缸里面，才能艰难地
用葫芦瓢将麦一点点往外挖。我撑着口
袋，母亲每往里面倒一下就有尘土的味道
钻进鼻孔。一袋麦装满了，哥哥和姐姐吃
力地往外抬，母亲和我继续装粮食。等把
几袋麦和木桶、木盆、笊篱、簸箕、草席等工
具装上架子车，母亲在前面拉着，我和哥姐
在后面推着，翻过两道土梁和一道沟，气
喘吁吁地来到了村前的河边。

河边的草地上，母亲把带来的工具一
字排开，吩咐我们从河里提水倒入大木盆
里。母亲从架子车上抱起一袋麦，踉跄了
几步，将麦倒进木盆里半袋子，顷刻间含
有泥尘的麦子便让清水变得浑浊起来。
母亲拿着竹编大笊篱，在木盆里使劲搅拌
翻滚着，很快，秕麦漂浮到水面，石子落到
了盆底，唯有那些饱满的麦子旋在中间。

母亲不停地挥舞着笊篱，把秕麦一勺

勺捞出去，然后抬起木盆将浊水倒掉，再
往里面倒几桶清水，如此反复几次，麦子
越来越干净。母亲把淘洗干净的麦倒进
筛子控控水，等水分沥干后再倒入用荆条
编的大蒲箩里，我们围坐在四周开始用手
翻着湿漉漉的麦子，捡里面的小石子。终
于，麦子里的小石子捡得差不多了，母亲
拿出一块干净的棉布叠成几折，紧紧抓在
手上，俯身一圈圈使劲地揉搓蒲箩里的麦
子。隔一会儿，母亲就直起身把棉布里的
水拧掉，接着再揉搓，直到干净为止。母
亲告诉我，这叫作“擦麦”。姐姐将架子车
上卷得整整齐齐的几张草席展开后铺在
附近的平地上，我和哥哥将蒲箩抬到草席
旁，母亲将满满一蒲箩麦子倒扣在草席
上，均匀地摊开。这时，淘洗干净的麦子
开始了一场火辣辣的日光浴。

等把所有的麦子淘洗、晾晒好后，母
亲总算可以坐到树荫下喘口气了。此时
已是中午，母亲擦了把汗，要回家做饭。
临走前，母亲再三嘱咐，你们几个听好了，
不能光顾着坐在凉荫下玩，要看好咱晒的
麦。还要记着过会儿把麦搅一下……

阳光像绸缎一样滑过，吸走了麦子的
湿气。终于，在我们翘首期待中，母亲送
来了饭菜。我们躲在树荫下做着各种有
趣的游戏，母亲顶着炙热的阳光走到草席
旁，弯腰伸手抓一把麦，在手心里反复拨
弄着，仔细观察着，放到嘴里几粒，有滋有
味地咀嚼着，脸上露出了香甜的笑容……

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和母亲
一起淘麦的情景，总是感慨万分。如今想
来，父亲在外教书的那些岁月里，弱不禁
风的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承担着照顾年
迈公婆的任务，一袋袋沉重的麦子在母亲
手里经过筛、簸、淘、晒、磨等一道道程序，
才最终成为滋养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

懵懂青葱的我们记住的只是和母亲
一起淘麦的温馨和快乐，无法体会到她身
负重担的柔肩和积劳成疾的病体。直到
三个稚嫩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才明
白，被麦子喂养得健壮身躯里，流着的是
母亲年复一年辛劳的不易和坚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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