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临江江海湿地周遭的围垦大
地，每天有成千上万只的白鹭、夜鹭、
池鹭、牛背鹭等鸟群，昼夜交替出没。
声名在外的围垦大地，圈粉无数，鸟友
们纷至沓来，他们举起相机，尽情地拍
下一个个灵动的瞬间，在各自的朋友
圈无私分享。

在我的朋友圈中，有一位爱鸟使
者、摄影达人、退役警官——老徐先
生，这些年，他常和摄友结伴，起早贪
黑，辗转于围垦丛林、江海湿地、虾塘
鱼舍。先后探秘到了鹭鸟栖息的两处

“秘地”，并与一同发现的郑先生有约
在先，暂不公开具体位置。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
发现鹭鸟栖息“秘地”时，消息不胫而
走。一时间，熟悉的，不熟悉的，或至
交的爱鸟人士，纷纷向老徐的手机打
去，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请老徐
带他们一睹为快。

爱鸟的老徐，虽时常有鸟片晒出，
但当我们想要前往，也咔嚓几张时，遭
到了他的断然拒绝，“秘地”一直成为

秘密。他有两点顾虑，一是探秘的人
一多，影响鹭鸟的栖息和生存；二是，
周围的环境不具备观赏条件，如人成
倍增加，外围的许多耕地，会遭受无故
的踩踏，波及农户的正常种植。

可鸟友们很执着，大有不到黄河
心不死之势，还是一次次地穷追不
舍。老徐自感有点招架不住，在一片
真情的感召下，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在
小范围内开展一次“探秘”活动。

事先，他做足功课，在圈内拟定了
几名爱鸟人士，就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爱鸟护鸟等做了一番部署。统一认识
后，他才带着大家一同前往，一探“鹭
鸟天堂”。

初秋周末的一个午后，在老徐的
指引下，我们与几位爱鸟朋友一起，驱
车前往辽阔的围垦大地，约二十分钟的
车程，我们一行到达了“白鹭”栖息之地
——围垦十工段东。这里依水傍堤，绿
树成荫，约三四个足球场大小的樟树
林，三面环抱着一个休闲湖，湖中芦苇
摇曳，小鸟低飞，碧水荡漾。极目眺望，

树梢上的白鹭时而站立枝头，时而振翅
对击，时而盘旋上空，偶尔也有几只“牛
背鹭”“池鹭”，浅唱低吟，穿插其中。

走进丛林，抬头瞭望，树枝上用草
藤搭建，形态各异的鹭鸟窝，星罗棋
布。再往丛林深处走进，微风阵阵，鸟
腥味扑鼻而来，在这里安身的鹭鸟数
量之多、密度之高，令鸟友们无不感
慨。于是，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拍下鹭
鸟的千姿百态，定格精彩瞬间。

领略“白鹭”秘地后，我们又马不
停蹄，紧随老徐小车，去揭秘下一个

“夜鹭”的秘地。
又约十五分钟的车程，三转四回，

到了一处更为隐秘之地。在老徐的带
路下，我们才顺利穿过二万五千亩围
垦的一片原始苗木地，到达目的地。
一会儿，车子开进了仅容一辆小车可
过的小道。小道的两侧，全是冬青林，
道路上空被密密的树枝，遮得严严实
实，我们犹如开进了一条绿色隧道。

此时，丛林中的群鸟翻飞，欢叫不
停，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好家伙，

这里除常见的白鹭，我们还见到了一
种夜羽——羽毛棕红色的池鹭和墨绿
色的夜鹭。这里犹如世外桃源，远离
喧嚣，归真自然，不愧是鸟类安身的天
堂。

开出一片茂密的冬青林，大家匆忙
下车，移步松软的沙地，来到老徐认为的
最佳拍摄点。此时正夕阳西下，举目望
去，一大片冬青林，层林尽染，远处一阵

“叽咕”声，原来是一群白鹭“倦鸟”归巢，
唯有夜鹭静卧枝头。据一位过路的老农
介绍，这个时间点，正是夜鹭休整的时
候，待到夜幕降临时，夜鹭们会不约而同
地向湿地、田野、鱼塘飞去，或觅食，或翱
翔，或遨游它们的世界。

大家看着这片鹭鸟的天堂，无不
被这和谐的生态所陶醉。此时此刻，我
们发现，老徐似乎一头沉浸在深深的思
考之中，或许他正在思考——“同属鹭
鸟，为什么‘苍鹭’同栖？部分苍鹭已成
留鸟，应该也有繁殖栖息之地……”也
许，老徐下一个要揭秘的就是“苍鹭”的
繁衍天堂，鸟友们拭目以待吧。

风景独好 ■余观祥

探访鹭鸟天堂

心香一瓣 ■张琼

只愿余生心安
小妹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家人

也就不催了，但是她的母亲，内心深处
有很多种纠结，日渐消瘦，也日渐变得
沉默寡言。

很多时候，当我喋喋不休地烦，对
方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双方的感觉都
是“生不如死”。小妹说，以前，总是心
心念念希望着母亲结束唠叨，可到这
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却
并不好受。

自己是怎么了？当小妹看到新闻上
跳出，崔雪莉在家中自缢身亡的时候，她
更是有一种崩溃之觉，她跟自己同年，25
岁，这是一个在别人眼中，如花似月的年
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抑郁症。

她看上去很健康，怎么会得抑郁
症呢？她就是精神不够强大，才得抑
郁症的。她得了抑郁症，但却不能告
诉家人。

抑郁症，是被误解得太深的词

语。而或许，只有在你得病的时候，才
明白，拥抱、接受、自处，实在太难了。
最终酿成的悲剧，让人触目惊心。许
多曾经骂过她的人，像是从来没发生
过的样子，开始悼念她。你走的时候，
全世界开始爱你。难道，生活一定要
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小妹开始认真检视自己的生活，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为什么在本该
无忧无虑的时候，内心积了这么多的
忧愁。原本就是个乖乖女，按照父母
的既定模式，按部就班，只是到了结婚
这个环节，是男方，谈了多年的男友，
突然说走就走，翻牌翻得实在让人无
解。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理解
他，谁又能理解我？

其实，抑郁症最重要的是自我理
解，以及被他人理解。有一项调查显
示，全球约有3亿的人，患有抑郁症。
中国抑郁症患者为2.1%，患者人数超

过5400万人，但我国抑郁症识别率和
治疗率较低，仅有不到10%的患者接
受了药物治疗。很多人觉得抑郁症只
不过是心情沉闷而已。事实上，如果
长期如此，就是先发征兆。我们中的
大部分人，非先天抑郁症，主要是外界
压力、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

而其中，对待一个抑郁症患者，学会
理解、学会宽容、学会善意，比任何时候
都重要。在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长
辈总是会告诉我们：“做自己就好，不用
去管别人。”小妹说，他们说这样的话，总
是给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我说，那你有想过吗？自己是怎
样的？连诗人詹姆斯·迪基参加一档节
目之前，也有人也对他说：“放松点，就
做你自己。”当我们听到“做自己就好”
时，却很少会去追根究底，到底什么样
的才是做自己。这个问题被詹姆斯·迪
基问出了口：“要做哪一个自己？”

你脆弱，但也坚强；你迷茫，但也
清醒；你敏感，但也钝感；你冲动，但也
冷静。你自信，但也消沉过，失望过，
甚至抑郁过。这所有的你，并不矛盾，
每一个片段组合在一起就是最独特的
自己，而你的每一面其实都有它存在
的意义，等待谁来挖掘呢？

那么，用脆弱来提醒坚强，用坚强
来抵抗艰难；用敏感体会生活，用钝感
稀释挫折；用真诚舔舐消沉。跟自己
和解，也把每一面的自己都发挥到极
致，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我问小妹，到底有什么走不出
来？他已经路过，你还在纠结什么
呢？还不如豁达些，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此山水不相逢，不问他人长与
短。你是我转身就忘的路人甲，凭什
么斤斤计较太多的失得。世界那么
大，就此一别，只愿余生，不委屈自己，
心安，足矣。

一棵草，本应终日唱着悲凉的歌，因为灵魂深
处的寂寞和孤苦，因为生来没有华丽的躯壳，因
为，永生都只是一棵草而已。然而，我并不忧伤，
纵使我只能站在瓦砾之下，纵使我拥有世上最平
凡的灵魂，不为别的，只因我的心，让我拥有了生
命的高度。

我生命的高度，来自于俯瞰与仰望。我曾
经从山崖上俯视一切美好。溪流唱着歌经过，
她告诉我一路崎岖却拥有美景无数。我看见
鸟儿飞过，她告诉我，路途遥远却依旧快乐。
于是我看到了自己的幸福：聆听山谷的诉说，
探索森林的幽深，欣赏天空的广袤，观望星辰
的转移。我是如此幸运，能亲见这美妙的世
界，又怎么能够只因为拥有了这弱小的躯壳而
自怨自艾？我的生命拥有无限高度，同样绚烂
如花。

我生命的高度，来自于感恩与包容。我曾经
从硬石中探出头来，呼吸到世间第一股新鲜气
息，便心怀感恩，感恩上苍给予生命，世界送给我
美好风景。阳光四射，我感恩他的光芒给我温
暖；雨水降落，我感恩她的甘甜润泽干涸的心；暴
风来临，我感恩他使我经历磨难，临危不惧；大雪
纷飞，我感恩她让我银装素裹，羞涩动人……我因
感恩而拥有包容，胸襟如巍巍高山与浩瀚大海般
宽广。

我生命的高度，更来自于正视自己的勇
气。我曾经匍匐于艳丽的花朵之下，鄙陋的躯
体只能担当绿色的陪衬，但我不与花朵争春，却
用欣赏的目光看她们争奇斗艳，我觉得，那如同
一场盛大的演出；我是一棵草，没有伟岸的身
躯，因而不去与高山攀比，我用崇敬的目光看着
他们傲然屹立着，我觉得，那如同一面保护我的
高墙。我不会嫌弃自己生命的平凡，我只知道，
这世间若没有平凡，何来高贵；若没有丑陋，何
来华美？我的存在，只为把世界衬托得更加美
好！

这便是一棵平凡小草生命的高度，现在，还有
谁会嘲笑她外表的卑微和矮小呢？

夕阳的余晖照在还有几许余温的山谷，轻风拂
过，溪水泛起微波，春花悄然开放，倦鸟正在归巢。我
听到一棵草，唱着快乐之歌，一瞬间，便拥有了生命的
高度……

快乐老家

永兴河忆旧

■瞿春红

夜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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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 陈于晓

剥络麻的岁月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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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生命的高度

■ 高 歌

络麻，大抵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中期，开始在萧山沙地一带大面积进
行种植的，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
后，慢慢地消失了。

记得每年秋天，甘蔗甜了的时候，
络麻就可以剥了。当年生产队种麻的
时候，我年纪还小，记忆并不深刻。印
象最深的是烂麻水，因为刚剥下的麻
皮，麻纤维上有青皮裹着，需要把麻皮
浸在水中，通过微生物的作用，才能让
青皮腐烂，然后去掉。

烂麻水黑得像墨汁，泛着酸臭的
味道。每年开始有烂麻水的时候，池
塘或者小河里，就会有鱼儿浮头，于是
岸上就蹲满了抓鱼的村民。父亲也总
能抓上一些，现在想想烂麻水中抓来
的鱼，很不卫生，但在那时是难得的

“美味”。我还见过在田间劳作的村
民，口渴了有直接喝烂麻水的，喝这么

脏臭的水，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
议”了。

对于剥麻的辛苦，我有亲身体会
时，已经是承包到户以后的事了。其
实剥麻一般分为三道工序，拔麻、夹
麻和剥麻。那时家里种的是黄红麻，
黄红麻又粗又高又带刺儿，拔麻是最
需要体力，也是最辛苦的，所以拔麻
的事儿，一般由父亲“承包”。父亲也
要戴上手套才敢拔，但常常拔不了一
亩地，手套就被撕破了。家里手套用
完时，父亲就用破布头裹着手拔。麻
拔下后，就要开始夹麻了。夹麻需要
对手，一人用两根铁管子使劲夹住
麻，另一人用力拉出去，这一夹一拉，
麻叶被夹去了，麻皮和麻秆脱开了。
夹得好的麻，剥起来要容易得多。夹
麻时，夹和拉也需要大力气，通常由
大人来做。相比之下，拉要轻松一

些。有时，我们小孩子也拉，碰到粗
一些的麻，常常，麻还没拉出来，我们
就跌了一跤。

剥麻，所需的力气不大，但最难
忍受的是手。剥麻一般也要戴手套，
也有手茧厚的人不戴手套的。剥一
阵子后，不但手套开裂了，手指也开
裂了。手套开裂可以换，手指开裂
了，通常就用橡皮膏裹住，照样得
剥。剥完麻以后，人们的手都是“惨
不忍睹”的。我记得那些年我一直不
忍心看父亲的手，手指头一节一节，
像是要断开了似的。那时，我通常只
剥一些又细又小的麻，即便这样，手
指也会划出一道道血痕，有时鲜血就
滴了下来。但也有剥麻的能手，坐在
夹好的一大堆络麻中，在嗖嗖嗖的剥
麻声里，一会儿膝盖上的麻条就成了
堆。

剥好的麻皮浸泡在水中，麻皮被
沤熟可以洗的时候，通常秋光已经深
了。洗麻需要双手用力在水中反复左
搅右甩，直到烂麻皮被洗净成白色的
麻纤维。洗麻的任务一般由男人承
担，那些日子里，水已很凉，一天天泡
在水里，衣服整天没有干的时候，别提
劳累，就那烂麻水的味道，也够难闻
的。

其实那时也有一种剥麻的新工
艺，就是在麻地上筑起堰塘灌入水，
把拔下的麻直接浸泡在水中，等沤熟
后，将麻折断，取出麻秆，洗净烂麻
皮。这样做确实要省力很多，但被水
浸泡过的麻秆很脆，不能派别的用
处，即便做柴火也不经烧，加上又占
用了麻地，本来麻收获后，地可以用
来种菜了。所以这种新工艺，麻农很
少有采用的。

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话，怦然
心动：小时候，跌倒了，会看看周围有
没有人，有就哭，没有就默默爬起来；
长大后，跌倒了也会看看周围有没有
人，有就默默爬起来，没有才会哭。

有人说，这就叫成长。
如果拿小时候与长大后（或老时

候）做比较，我们会发现，确有很多类
似的不同和反差呢。

小时候，掉了一颗牙，我们会很
开心，因为，很快它就会长出新的更
尖利的牙齿来；长大后，掉了一颗牙，
我们会黯然神伤，因为，我们开始老
掉牙啦。

小时候，觉永远睡不够，要上学，
要做作业，还想和小朋友们尽情玩
耍，哪里有时间困觉？长大后，空闲
的时间一大把，却常常辗转反侧难以
入眠，更不会赖床了。

小时候，对世界、对生活、对未
来，都充满了幻想，常做白日梦；长大
后，变得很现实，慢慢学会看淡了一
切，甚至视人生如梦。

小时候，喜欢新东西，新事物，结

交新朋友；长大后，越来越喜欢老物
件，老朋友，迷恋旧时光。

小时候，帮奶奶穿针，再小的针
眼，再暗的光线，都能“一剑封喉”，准
确利索地将线穿过针眼；长大后，先
是近视眼，远的东西看不清了，再是
老花眼，眼前的东西也模糊了。

小时候，不喜欢苦，只喜欢甜，连药
片也要裹着一层糖衣，才能吞咽得下；
长大后，对甜的东西反而腻歪了，爱上
了苦瓜，爱上了咖啡，因为，我们已经学
会了从苦味里品咂出更醇的滋味。

小时候，以为会记住一辈子的人
或事情，转身可能就忘了；长大后，以
为能转身就忘的人或事情，偏偏记住
了一辈子。多少人间事，无非是云烟。

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
后，笑着笑着就哭了。一哭一笑，皆
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小时候，以为月亮总是跟着自己
走；长大后，开始吟唱月亮走，我也
走。因为，小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是
中心，全世界都在围着自己转，长大
后才明白，自己既不是单位的中心，

也不是家庭的中心，更不是世界的中
心，所以，在家围着锅台转，在单位围
着工作转，白天围着钱转，晚上围着
孩子转。

小时候，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
长大后，哪儿清净，就在哪儿凉快。
小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孤单；
长大后，身处闹市，居人群之中，也常
常会觉得孤独寂寞。小时候，喜欢登
高望远；长大后，喜欢在低处看云起
云落。小时候，兴趣很多，时间很少；
长大后，时间很多，兴趣很少。

小时候，感觉幸福很简单。父母
的一句夸赞，小伙伴的一声问候，得到
了一个玩具，穿上了一件新衣，嘴巴里
含着一颗糖，都会让我们觉得无比幸
福，无比满足；长大后，感觉简单很幸
福。为人情所累，为俗务所困，为生计
所迫，越来越向往简简单单的人事，简
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心境。

小时候，过节就是有好吃的；长
大后，过节就是让家人吃好。小时
候，一人吃饱了，以为全家不饿；长大
后，自己不饿，也要张罗全家的饮食

起居。小时候自己病了，全家人围着
转；长大后，纵使身心俱疲，也要挣扎
着为家人转。小时候，我们开心了，
全家就开心；长大后，全家开心了，我
们才开心。

并非小时候都是美好的，自然也
绝非长大后都是昏暗的，希望永远
在，关爱代代传。因为，我小时候，正
是在他长大后；而我长大后，才有了
你的小时候。我们都有小时候，也都
有长大后，将来还都有老时候，这是
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家庭的成
长。你、我、他，小时候、长大后、老时
候，就像一条河流的上游、中游、下
游，滔滔不绝，奔竞不绝，绵延不绝。

老家散步的最佳去处，莫过于环村而流的永兴河
了。

美丽的永兴河，最先吸引我的是它蕴藏着的
美食。小时候家里穷，虽然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
顿，但记忆中桌上常常只有一碗霉干菜下饭。神
奇的是，永兴河似乎知晓我家的困境，有一段日
子，永兴河的水只到达膝盖，河里的螺蛳、河蚌到
处都是，想捡多少就能捡多少。我和小伙伴们一
趟趟地去河里捡河鲜，家里的饭桌上终于有了美
味佳肴。

永兴河水澄澈如镜，风景如画。若是在夏天，
就是个天然游泳池！每逢暑假，我趁着放鹅的机
会和伙伴们跑去永兴河游泳。

我们各自抱着一个脸盆从河岸出发。回来
时，大家试着放开脸盆，扑进了水里，喝了几口
水后，身体奇迹般地浮了起来。几次下来后，我
们都学会了游泳。尽兴地游上一个下午，我们
纷纷钻进茂密的芦苇丛中，换了衣裳，赶着鹅回
家了。

秋天的芦苇可是宝贝，我们姐妹几个把芦苇
背回家后，老爸就大展身手，用芦苇编制的“苇
席”，躺在上面软绵绵、香喷喷的，可舒服了。

老妈指导我们把芦苇的花絮整理干净，晒干
后填充枕头，枕着纯天然的“芦花枕”，梦里都是芦
花香。

小时候没有钱买玩具，但老爸有的是办法，随
手拈来几根芦苇，做了几个精巧的芦笛，吹响了，
仿佛听到了芦苇们的悄悄话。剩下的芦根我们也
绝不扔掉，洗干净、剪成段，拿到镇上换来米油，那
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秋来冬往，河畔的杂草枯黄一片，大人们就
拿着柴火，把这些杂草点燃，化作春泥更护花，来
年让芦苇长得更加茂盛。

这活儿非常有趣，每次我总是争着抢着点
沿堤茅。找一丛枯黄的沿堤茅，“哧啦”一声，火
柴燃起了火光，火光烧着了干枯的沿堤茅，顿
时，哗啦啦一声响，一大片沿堤茅都着了起来，
其间夹杂着来不及躲避的老鼠家族“吱吱”的乱
叫声。我们姐妹几个就“嗷嗷嗷”地击掌欢呼。
因为茅草长在河边，不管火怎么大，只要茅草一
烧光，火便自动熄灭了，我们立刻物色下一丛茅
草，一次次重复着这个游戏，怎么玩也不觉得厌
倦。

如今的永兴河不但看不见沿堤茅，连那遮天
蔽日的芦苇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永兴河充满了
现代化的美感，河面架起了美轮美奂的大桥，桥边
建起了古色古香的凉亭，永兴河两岸的大塘变成
了柏油马路，大塘之下，水静悄悄地流淌，闪动着
粼粼的水光，就好似闪动着明亮的眼波，凝视着这
秋天山野的秀色。当夕阳的余晖散尽，散步的人
群络绎不绝，大人牵着孩子的手，风中传来了一个
个娓娓动听的故事……

小时候与长大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