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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快讯 
 

   我联谊会会

员丁丰、黄长

志在 4月 14日

美国乒协认证

的 Sacramento

乒乓球公开赛

中，夺得

Doubles 3000

双打冠军，我

们对他们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 

 

演出讯息 
 

五月, 糜鹿林华人联谊会将会在社区有两次演

出，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5月 12日下午 2点, 联谊会将会在

Sacramento Public Library - Valley Hi/North 

Laguna Branch 举办一场展示华夏文化的演出。  

地址： 7400 Imagination Parkway across from 

Cosumnes River College's Bruceville Road entrance， 

Sacramento, CA 95823 

 

5月 20日, 联谊会将会参加一年一度的

Pacific Rim Street Fest Performance。具体的信息请

见网站: www.pacificrimstreetfest.com/events.html 

 
 

夏季野营 
 

2012 年的夏季野营活动将于 7月 13日至 7月

15 日进行。 具体的时间和安排将会在下月的通讯

中通知。  

2012 年糜鹿林卡拉 OK 比赛 
 

2012 年糜鹿林华人联谊会卡拉 OK比赛于 4月

21日下午在副会长孙玛瑞家进行。有 9名选手参

赛，会长陈建军、文艺理事袁敬和会员吴红娟担任

裁判。  
 

经过紧张激烈的竞争，结果如下：  

第一名: 邓莉莉、杨为民（二重唱:沂蒙山小调 ）  

第二名: 黄长志 （歌曲:边疆颂歌 ）  

第三名：詹涛   （歌曲:精忠报国） 

副会长梁建华、欧伟泉夫妇继去年获得鼓励奖之后,

今年荣获最佳表演奖。 
 

三位评委对每一位参赛选手的演唱技巧和

舞台表演等方面提出了中肯而又贴切的意见和建

议。最后, 各个评委还进行了示范演唱。具有专业

歌手水准的会员吴红娟演唱了女声版的歌曲“精忠

报国”，说学逗唱样样在行的文艺理事袁敬用广东

话演唱了张学友的歌曲“只想一生跟你走” ，联

谊会第一男高音、会长陈建军演唱了美声歌曲“跟

你走”。三位评委的高水平演唱 受到现场观众的

一致好评。在此, 也对副会长孙玛瑞无私奉献场地,

并为大家烹饪美味的晚餐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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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野鹤自在飞   Cosumnes湿地观鹤 

作者： 黄长志 

 

 

 

2012年 2月 25日下午，虽说是晴天，寒风凛冽，但料峭的寒风并没有阻挡联谊会三

十多个会员去 Cosumnes River Preserve观看沙丘鹤的脚步。我们先在石头湖小学集合，然

后拼车往自然保护区的访客中心再集中。车行二十分钟即抵该地。Cosumnes河湿地和鸟

类自然保护区位于加州北部沙加缅度市南约 20哩，从 Sierra Nevada山区流下的 Cosumnes

河边，面积达 3万 5千英亩，它是加州内中部大平原原始状况保存最为完好的内陆淡水湿

地生态系统，集草甸、沼泽、水域、河岸森林、滩涂农田等多种生态系统于一体。是 60％

太平洋候鸟南北迁徙不同路线

的密集交汇区，是众多珍稀鸟

类在加州中部大平原最理想的

栖息地，其生物多样性和完整

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在加州内

陆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性。 

自然保护区的访客中心是由

加州政府和非盈利基金会联合

筹建，为区内湿地和河岸森林

所环绕。加州鱼猎厅的向导

Bruce先期到达正等着我们。在

他简单介绍后，我们先参观中

心的展览室，了解自然保护区

摄影： 陈建军 

摄影：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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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主要的地形状况、动植物种类尤其是鸟类的图片、科普资料、还有模拟不同候鸟鸣声的

音响、不同鸟类羽翼痕迹模型。 

离开展览室后，我们来到室外。一边品尝 Bruce带来的中式点心，一边接触芦苇荡湿

地。立足湿地，放眼望去。一马平川，满目绿色。那绿是水潭沼泽中芦苇的生命本色，纤

细的芦苇矗立水中焕发勃勃生机，我们悠闲地穿梭在湿地步道板上，时而淹没在绿野之

中。我们一路走来，寻觅沙丘鹤的观景点，在好的观鹤地点，可以近距离与鹤进行视觉上

的亲密接触。 

据了解，全球湿地总

面积约占全球表面积的

1%，与海洋和森林面积相

比相对较小，但由于湿地

处于水陆交互作用的区

域，因此湿地生态系统具

有明显边缘效应的特征。

这种边缘效应使湿地生态

系统的结构复杂，稳定性

相对较高，生物物种十分

丰富，虽然湿地仅占地球

表面面积的 6％，却为世界

上 20％的生物提供了生

境。 

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 

把湿地作为一个重要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只是把它当作荒滩、荒地、荒水，无度、无限的

开发利用，致使大量的湿地资源遭到破坏。随着对湿地作用认知水平的提高，湿地保护越

来越受到重视。从 1997年 2月 2日开始，每年 2月 2日为国际湿地日。《湿地公约》对

湿地的定义是国际公认的，即：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

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米的水域。湿

地的的功能之一就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其中

有许多是珍稀特有的物种，湿地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重要地区和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

其它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天然的湿地环境为鸟类、鱼类提供丰富的食物和良好的生存

繁衍空间，对物种保存和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绝大多

数都在 Cosumnes River自然保护区内得到较好的保护。同时，自然保护区对本地和周围地

区自然环境的改善，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和提高当地的环境质量，促进当地农业

生态环境逐步向良性循环转化，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稳定地区小气候、提高农作物产

量，减免自然灾害等方面都在不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的野生珍禽，除鹤以外，还有美国白鹈鹕、大蓝鹭、大白鹭、草鹭、凫、苔原天

鹅、加拿大鹅等，真可谓野生珍禽的王国。沙丘鹤有六个亚种，其中叁种会停留此地，即

加拿大沙丘鹤、大沙丘鹤及小沙丘鹤。Bruce事先已探足，找好了最佳观鹤地点。他让我

们把车子开到路旁，站在一畦田边，我们便看到鹤群的千姿百态，它们降入田边、觅食、

歇息。Bruce向远处指点，哪是沙丘鹤的“客厅”，哪是沙丘鹤的“卧室”。 

摄影：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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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内陆地区地区原有绵延数百公里的腹地足供鹤觅食、藏身，但近百年来，超过

70%的河段转为农业用途，如今已不复 19世纪拓荒者所形容的「广阔平坦」。原本连绵不

绝的原始湿地约有 80%已然消失，一旦水域消减，鸟群与鹤群也随之减少，特别是美洲

鹤，全美国已经剩不到 200只了。 

不管是白色或灰色、头戴红冠的成鸟或亚成鸟、跳舞或觅食、翱翔天际或涉水而行，

每年的 2月底到 4月初，你都可以观赏这些太平洋候鸟迁徙的鸟儿。你可以占据各种有利

的位置，如观鸟中心、桥上，或者是步行，人们以不胜繁数的方法企图捕捉他们眼中所

见、心中所感。 

 
 

 

据说看沙丘鹤的最佳时间是早上 4-5点和晚上天黑前 1个小时。沙丘鹤胆子很小，不

等人接近，就很快的飞走了。一般多用望远镜观察它们。沙丘鹤 Sandhill Crane 是鹤形目

鹤科的涉禽。身长 90～110公分(35～43吋)，顶部红色，身体呈蓝灰色或灰褐色并略带浅

黄色。叫声长而刺耳。鹤类属于最古老的鸟类，繁殖地从阿拉斯加到哈得逊湾；最初这种

鸟繁殖于加拿大中南部和美国五大湖区，但这些地方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沙丘鹤主要分布

于北美、古巴及西伯利亚东北部，越冬的沙丘鹤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鹤类。 

 

随 Bruce来的观鸟爱好者 Brian和 David向我们介绍，沙丘鹤（Grus canadensis）也叫

棕鹤、加拿大鹤。体长可达 120厘米；翼展 160~210厘米；体灰色，除了赤裸的红色前冠

外，头部和颈部都长满了灰色羽毛；全身羽毛灰色而缀有褐色，下体稍淡。头顶前部灰绿

色，颈背和颈两侧接近黑色。。幼鸟与成鸟相似，但翅膀有覆羽，颈部和背部近端为浅红

摄影： 吴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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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鸣叫时声音尖锐，音调较高。腿为黑色。性情活泼，善于跳跃，跳起高度最高可达

3米。 

 

沙丘鹤栖息于富

有灌丛和水草的平原

沼泽、湖边草地、水

塘及河岸沼泽地带，

有时也出现在有树木

和草本植物的高原地

带。常成家族群活

动，性机警而胆小，

常匿藏在灌木和较高

的草丛中，仅将头部

和颈部伸出于灌丛或

草丛的上面，稍有危

险便立刻起飞。起飞

时需要在地上跑走一

段距离，然后才能飞

起，同时发出高声的

鸣叫。主要以各种灌

木和草本植物的叶、

芽、草籽和谷粒等为

食，也吃部分昆虫。

栖居于有草苔原带及

河流、沼泽及湖泊

边。 

沙丘鹤求偶炫耀

时雄鸟和雌鸟不断地

相对鸣叫、跳跃和舞

蹈。交配期间，雌雄不断翩翩起舞，或引颈高鸣，此时鸣声特别宏亮，可远及两公里之

外，故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鹤鸣篇中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说。鹤是一

雄一雌制，配偶可维持终身，所以，又被视为感情忠贞的典范。 

 

天慢慢暗下来，成群的沙丘鹤鸣叫着，渐渐飞拢来。不过，最生动的情景还是在寒风

料峭的近晚时刻，成群的候鸟大军漫天过境。它们初现身之时，就像是一段段书写於空中

的文字，如潦草的手写字体一般，在空中聚集，旋又散落开来。这些文字组成数百行语

句，字与字之间不停变换、移动；先是构成语言，继之解体，而後重组。那情景在我看来

蓝天像是缀满黑色丝带，一下子拆散，倏乎重新编合。我们站在田边，观看它们在我们上

方自行编队的景象，并倾听那弹弄橡皮筋般、宛如拨弦声的漫天鸣叫。 

 

摄影： 吴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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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无论是绘画、雕

塑、工艺，还是小说、诗歌和传

奇，中国人总是把鹤比做吉祥、

长寿、忠诚、高雅和健美的象

征。从不可记忆的年代起，鹤类

便闯进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我

想，鹤的特质属於只能意会。鹤

的一份闲情逸致，伴随着快乐，

寄情於山水之间。 

 

不一会，晚归的沙丘鹤真的

陆陆续续都飞回了，只听得一阵

阵齐齐咔咔的快门按下的声音，

大家也同时都笑了。近六点，大

家带着心满意足，都开始陆续撤

离了观鹤地点。 

 

夜晚，走在院子里，抬头一看，哇~那满天的繁星啊，好像小学课本里的科普照片，

一颗颗那样的璀璨，那样的晶莹剔透，触手可及。想着满天的繁星，想着今晚和成群的沙

丘鹤可以近距离共枕眠，该是多美的一夜啊。 

 

 
 

 

 

鸣紫整理   

 摄影： 陈建军 

摄影： 吴炳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