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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鸥与鹭经常混在一起，
而文化中鹭朋鸥侣，指与鹭、鸥为友，比
喻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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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作为一种常见而
古老的鸟类，早在先秦时期
古人就有描述和记载。《诗
经》 中有至少三处写到白
鹭。《国风·陈风·宛丘》：“无
冬无夏，值其鹭羽……无冬
无夏，值其鹭翿”这里鹭翿
是指用鹭羽制作的伞形舞
蹈道具，“聚鸟羽于柄头，下
垂如盖”。在先秦时期，人们
就利用白鹭的羽毛制作歌
舞的道具。《诗经·周颂·振
鹭》说：“振鹭于飞，于彼西
雍”，这里用翩翩而舞的白
鹭比喻来朝、祭拜的贵宾，
说他们像白鹭一样优美、娴
雅、高洁。《诗经·鲁颂·有
駜》：“振振鹭，鹭于飞；鼓咽
咽，醉言归。”此句描写白鹭
群飞的样子。朱熹 《诗集
传》：“振振，群飞貌。鹭，鹭
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鹭之下也。”据
说因此开始，鹭鸟摇身一变，成了鼓精，汉
代用来装饰鼓的图案用的就是这种白鹭
鸟，因而《乐府诗集》第一支鼓吹曲就是“朱
鹭”。《尔雅·释鸟疏》楚威王时，有朱鹭合
沓飞翔而来舞。则复有赤者，旧鼓吹朱鹭
曲，是也。然则鸟名白鹭，赤者少耳。《晋
书·乐志》汉时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
又鹭羽，舞者所持以指麾，或坐或伏也。《尔
雅·释鸟》中记载：“鹭舂锄。”什么意思呢？
鹭舂锄有何关联呢？我们看看《禽经》的解
释：“鹴飞则霜，鹭飞则露，其名以此。步于
浅水，好自低昂，如舂如锄之状，故曰舂锄。
又朱鹭。”原来是，白鹭经常在浅水处低头
觅食，其身形如同“舂、锄”。中国古代，以

“鹭”为内容的诗词句也不胜枚举。
唐诗中很多的诗篇里都能找到白鹭的

影子。李白《晚归鹭》里说：“白鹭秋日立，
青映暮天飞。”此句形象地描写了白鹭在稻
田中站立的情景，白鹭喜欢在稻田中活动，
即便是今日也依旧可以看到这种情景。白
鹭在稻田中的场景，不仅李白看到了，同时
期的王维也见到过此景象，他在《积雨辋川
庄作》中写道，“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
啭黄鹂”。杜甫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
行白鹭上青天”，刻画了白鹭群飞的姿态。
杜牧《鹭鸶》：“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
溪影中。”形象地描写了白鹭出去捕鱼的场
景。同样写捕鱼还有顾况《白鹭汀》：“靃靡
汀草碧，淋森鹭毛白。夜起沙月中，思量捕
鱼策。”白居易《白鹭》也有类似捕鱼的描
写：“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亦垂丝。”
白居易诗中还交代了一个细节“头上亦垂
丝”，这是小白鹭的婚羽。

在宋朝，白鹭也依旧在文人的墨香里
翩然去来，比如李清照的“争渡，争渡，惊
起一滩鸥鹭”。在现实中，鸥与鹭经常混在
一起，而文化中鹭朋鸥侣，指与鹭、鸥为
友，比喻隐居生活。辛弃疾“溪边白鹭，来
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诗中他对白鹭的
捕鱼能力深信不疑。虞似良“东风染尽三
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大意是东风把刚
插下的秧苗吹活，嫩绿的稻田无边无垠，
白鹭鸟飞来在空中盘旋，不知在哪里可以
歇脚暂停。这对白鹭的习性描写得非常到
位。文同在《蓼屿》一诗中写道：“孤屿红蓼
深，清波照寒影。时有双鹭鸶，飞来作佳
景。”这里写的可能是求偶、繁殖期的白
鹭，它们成对出现。

在诗兴不振的明、清，白鹭在诗词歌赋
中很少露面，不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记载：白鹭曰水鸟也。林栖水食，群飞成序，
洁白如雪，顶有长毛十数茎，毵毵然如丝，
欲取鱼，则弭之，名曰丝禽。一名属玉，一名
舂锄。这里不仅描述了白鹭的形态，描述了
白鹭利用诱饵捕鱼的场景，惟妙惟肖，可见
古人观察之细致；清代瓷器上多见一路连
科，由鹭、莲花、芦苇组成的图案，“鹭”与

“路”同音，“莲”与“连”同音。旧时科举考
试，连续考中谓之“连科”，一只鹭在有莲
花、芦苇的湖边，谐音“一路连科”，寓意应
试成功，仕途顺利。

诗歌里的白鹭，穿越古今，振翅高飞。
现实中的白鹭属是鹭科中的一个属，该属
鸟类都是中型涉禽，共 13 种，世界各地均
有分布。在中国分布的有大白鹭、中白鹭、
白鹭（小白鹭）。

山楂花开香四月
姻张叔勇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鄂西北沮河边的一个小
山村度过的。那时候，母亲在一所山村小学教书，
所以常常和当地农家孩子一起去山里采摘野果
解馋。多年过去了，当地很多野生水果的俗名还
能说出不少：羊不奶（胡颓子）、地畔果（地菍）、八
月炸（三叶木通），当然，也少不了野生的山楂。

当地野生山楂都只是灌木，长得并不高大，
因为野生的关系，很难碰到品相完美的果实，完
全成熟、味道甜美的就更难得一见了，加上核大
肉少，确可谓“秋果楂梨涩”，小伙伴们并不热衷
于集体出去采摘这种野生的山楂。所以我偶尔独
自外出也有运气爆棚的时候，可以采集一小盆，
带回家和父母一起享用。想想真是美好的记忆。

后来到了城市，陆续吃到了山楂的精加工系
列食品，以及健胃消食片之类的中成药，也在市
场上购买过人工种植的山楂，甚至还自己制作果
酱，无一不比山里野生的山楂好吃，不过，童年记
忆中的那份美好却依然常常出现在脑海里。

于是便认真查了书，才知小时候所吃过的野

生山楂和现在市场常见的山楂，从生物学上来讲
并不是同一物种。据我的记忆，鄂西北野生的山
楂是湖北山楂（ ）的可能性比
较大，也有华中山楂（ ）的可能，和目前
市场出售的山楂（ ）是同一个属，都是
蔷薇科山楂属的成员。

每年 4 月下旬，都是野山楂开花的时候，看
看这些充满田园风味的野花，也算是梦回故里聊
解乡愁了。野山楂的花很小，不如桃杏梅李的花
那么秀美，乍看多了一份粗涩感，不过香气倒是
很浓郁，“江头楂树香”，山楂的这种幽香，在一千
多年前的唐朝，年轻的李贺都已经注意到了。野
山楂的叶子也很典型，边缘有着不同程度的深
裂，不如桃杏梅李的叶子那么圆润流畅。看看这
里野山楂的花叶，符合湖北山楂的基本特征。

山楂在中国是历史悠久的药食两用植物，最
早见于《山海经》和《尔雅》这样的典籍，距今已有
数千年。而据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早在九千年前，
河南贾湖人已开始酿酒，其原材料中便有山楂。

山楂的药用价值目前主要也是应用在消食方
面，消食的功效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果二·山
楂》中记载很明确：“化饮食，消肉积，癥瘕，痰饮痞
满吞酸，滞血痛胀。”部分中医药的相关文献还记
载有其他用途，如《唐本草》说：“汁服主利，洗头及
身上疮痒”，也有外用的价值。进入本世纪以来，
随着植物在抗病毒领域研究的深入，山楂的抗病
毒研究及应用前景也颇受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山
楂可能对肝炎病毒及轮状病毒具有一定抗性。另
外，在水产养殖领域，山楂及其他中草药添加剂在
拮抗水产病毒方面的应用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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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湾
姻图/文 余翔林

乾坤湾位于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偏关县。每到旱季时，下游不远处的万家寨水坝便把黄河水截住，形成了山
西、内蒙古境内黄河上百公里的峡谷湖泊，河水清澈碧绿，蔚为奇观。

野山楂的花很小，但香气很浓郁。 张叔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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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观察奇趣天下

据 BBC 报道，在距离波多黎各
海岸不远的一座岛上，研究人员利
用猴子开展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这
项实验涉及 6 只卷尾猴，研究人员
以“007”系列电影中角色的名字为
它们命名。研究人员训练这些猴子
用小小的金属代币来交换食物，然
后将它们放在临时的小型市场中，
在那里研究人员将为猴子提供不同
价格的不同食物。

美国耶鲁大学认知科学和心理
学教授 Laurie Santos 是与猴子进行
交易的研究人员之一。“我们想知
道，猴子是否会关注价格之类的东
西，它们是否会尝试让代币的价值
最大化。”Santos 说，“实验的发现让
我们大吃一惊，在接受这么少的训
练的情况下，这些猴子竟然会知道
去与食物售价更低的研究人员进行

交易。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在某位研究人员那
里能用一个代币买到两倍多的食物，它们就会
经常去买。”

此外，这些猴子还表现出了其他类似人类
的行为，比如投机。它们会去抓研究人员没留
意照看的代币。虽然这种行为有时是恶作剧，
但也能显示出，猴子将这些代币视为有价值的
东西。

实验中，猴子对待风险的态度也值得人类
深思。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引入了选择性的因
素，让猴子在两位可交易的研究人员中作出选
择。在与其中一人进行交易时，猴子每次都可
以用一个代币换来两份葡萄。这是一个没有损
失的、安全的选择。在另一个人那里，猴子用一
个代币有一半的机会能换来一份葡萄，一半机
会能换来三份。也就是说，与这个人交易的风
险更大，收益也可能更大。将这两种状态换算
成人类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一种，也
就是更加安全的方式。有趣的是，猴子的选择
也是这样。

随后，研究人员将实验的设置条件改变
一下。Santos 解释说，他们在两位研究人员面
前都摆放着三份葡萄，当猴子走近时会想，它
们有机会得到三份葡萄。其中一位研究人员
与猴子交易时，每次都会拿走一份，留下两份
给猴子。这种方式虽然安全，但会让猴子感觉
到损失。第二位研究人员则有时会拿走两份
葡萄，给猴子留下一份，有时会大方地将三份
葡萄全部留给猴子。

这时，猴子的选择发生了变化，它们选择
了与风险更高的后者进行交易。更有趣的是，
在类似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类也会选择赌一
把，进行风险更高的选择。由此看来，损失会让
人类和猴子都感到痛苦，以至于会让它们愿意
冒更大的风险来止损。

这个有趣的实验不仅让我们对灵长类动物
行为有了更多了解，也促使人类对自身的行为
经济学和风险心理学作更多思考。（艾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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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付新华摄

萤火之光 美且易碎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凿壁借光”的故事，
在物资匮乏的时代，漫漫黑夜里想要获得一丝
光亮并非易事，所以也有“囊萤映雪”的故事，其
中“囊萤”说的是晋代车胤，夏夜苦于没钱买灯
油看书，看到空中飞舞的萤火虫，便产生把萤火
虫集中在一起当灯看书的想法……

美丽的萤火之光，承载着美好的寄托与情
感，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你有多久没有
见过萤火虫了？或者，你曾经见过萤火虫吗？

飞翔还是死亡

不久前，一则“十万只萤火虫放飞”被叫停
的报道引发关注。说的是在傣族泼水节期间，有
商家打着庆祝泼水节的名义，推出“集体放飞十
万萤火虫”的活动，遭来多方质疑。该活动后被
相关部门紧急叫停。

放飞萤火虫，听上去很美好，但与所有的放
生动物行为一样，在不符合其生活习性的环境
下放生，相当于将动物送上死亡之路，对于萤火
虫来说这点尤甚。一方面因为萤火虫本身生命
周期就短，加上多是异地运输，存活期更短；另
一方面也因为萤火虫对环境有非常高的要求。

“萤火虫的寿命只有七天左右，非常短暂。
因为要在水中产卵，萤火虫对于水质的要求是
很高的，差不多就是饮用水的标准。”华中农业
大学副教授付新华在采访中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因为在夜间活动，萤火虫对光很敏感，它
自己发光但是又怕光，城市里的各种灯光对于
它们来说就是光污染，阻碍了它们用光进行信
息交流，比如雄虫在很亮的环境里是不发光也
不起飞的，这样它就找不到雌虫，在每年最关键
一个月的繁殖期中就不能正常繁殖，整个种群
就会受到影响。”

对于大数量放飞萤火虫，或者所谓的“萤火

虫公园”，付新华的评价是“炒作”。对于“十万
只”的数目他表示怀疑，“能凑够一万只就不错
了，而且大量要靠抓捕”。

因为美丽，所以毁灭

漫天飞舞的美丽萤火，这是一个十分浪漫
的场景。但因为这份美丽，萤火虫也正在遭遇严
重危机。

云南放飞活动的主办方曾表示，所用萤火
虫来自一家萤火虫培育中心，采用半人工仿生
繁殖方式，并通过防真菌感染室孵化而成，所需
萤火虫在活动开始前半月内筹集，并在运抵前
完成交配产卵。

听上去似乎没有造成伤害，但这不一定是
事实。付新华表示，大规模繁育萤火虫，在目前
来看不现实。目前人工繁育一只萤火虫成本需
10 元～20 元，而且成活率不高，每只萤火虫 10
元，那么 10 万只就是 100 万元。

那么，如此规模巨大的萤火虫从何而来？野
外抓捕。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条完整的产业
链。“虫头”向村民收购萤火虫，然后以几倍的价
格向外卖出。几年以前，消费者甚至可以通过某
电商平台非常简单地进行购买。

付新华告诉记者，从 2009 年开始，他和同
事们就开始抵制萤火虫的非法贩卖。“当时作了
一些问卷调查，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发放，
调查一下大家对萤火虫的认识情况，结果发现
90%的人都没有见过萤火虫。而且通过调查发
现，有很多人在野外抓了萤火虫之后，拿到网上
卖，5 元一只、50 只起卖，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
在 2014 年到 2016 年达到了顶点。虫贩子不仅
在网上卖，还把萤火虫大批量运到城市里，卖给
人们放飞。这样放飞的萤火虫，在城市里活不过
两天，非常令人痛心。”

萤火虫点亮了城市，自身却遭到了毁灭。值
得庆幸的是，在付新华等学者，以及诸多志愿
者、媒体的呼吁和保护之下，越来越多人对萤火
虫有了认识和了解，也开始投入保护萤火虫的
行动之中。淘宝也在 2017 年全面关闭了所有萤
火虫买卖的内容。

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
作月边星。”这是李白笔下的萤火虫。自古以来，
萤火虫是东方文化中重要的意象，人们喜爱它、
歌咏它，在它身上寄托了诸多美好的情感。

付新华介绍说，日本对萤火虫文化十分推
崇。“他们认为萤火虫是逝去朋友、家人的灵魂
幻化的，因此他们就有了《再见萤火虫》这类影
视作品，以纪念逝去的亲友———象征着亲友的
萤火虫在身边环绕给人带来温暖，发出光亮、给
人带来光明，这是很感人的。”

同时，因萤火虫的生存对环境有着极高的
要求，所以人们也可以将它视作环境标识物之
一。“萤火虫的成虫和幼虫都会发光，所以它们
可以被看作是可视化的工具，来反映水、空气、
土壤的情况，还可以作为光污染的指示。”付新
华介绍说，在日本，一个地方有没有萤火虫，甚
至能决定房地产的价格。

“我在日本留学时，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接到
了一个有关萤火虫小区的传单，这个小区有专
门的养护人员来养殖这些萤火虫，住在小区里
就可以看到萤火虫景观，虽然房价是普通小区
的两倍以上，但房源供不应求。”付新华说，“这
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在未来的某天，萤火虫真的
可以重新回归我们的公园、小区。”

回忆自己见过的最美丽的萤火之光，付新
华说是在四川峨眉山旁的一个小城。“当时有两
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第一个场景是一棵李子
树，上面有几百只萤火虫，特别美，像一棵圣诞
树一样。”另外一个场景更美，当时他在峨眉山
的盘山公路上面走了很久，两个小时里没有看
到一只萤火虫。正在失落之时，却突然在一个水
沟旁的藤蔓上面看到了几百只萤火虫。“它们在
同频闪光，而且闪得特别快，一秒八次，这种萤
火虫是我没有见过的品种，并且它们发出的是
特别亮的橙黄色的光，场面非常震撼，那一刻我
的鸡皮疙瘩就直接起来了。”对此非常着迷的他
特地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作研究，每天凌
晨一两点就爬到山上去。

遗憾的是，当付新华第二年想要再会这些
小精灵的时候，它们却消失不见了。“一只也没
有了。原来有泉水滴下来的地方，已经干涸了。
无数运货的大货车在山间呼啸而过，它们闪烁
的前灯会刺激萤火虫发光，萤火虫会以为这是
一只更大的雌虫，便不停发光———就像我们平
时拿手电去照射萤火虫的时候它就会不停地发
光，这些因素导致这里的萤火虫在短短的一年
内全部消亡。”

这让付新华感到特别失落，也因此，科研之
外他开始投身萤火虫的保护和科普，希望有更
多人了解萤火虫、爱上萤火虫，更希望有一天萤
火虫能真正回归城市。

泰戈尔也曾为萤火虫写下诗句：“你冲破了
黑暗的束缚，你微小，但你并不渺小。因为宇宙
间一切光芒，都是你的亲人。”愿有一天，我们能
重温这种夏日身边的美妙萤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