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红板栗。 李义 摄

这个秋天，我醉在借母溪。
从沅陵县城出发， 沿酉水岸行 40 公里，水

是绿绿的， 这就是沈从文说过的 “美得令人心
痛”的地方。

从明溪口镇右拐就进入借母溪国家自然
保护区的边缘了， 依一条叫明溪的小溪而上，
清澈的秋水在五色石的河床上流淌，从石头的
棱角上梳过去，像一匹匹彩色的绸缎铺满了整
个小溪。脱鞋走进溪水，每搬开一块石头，水就
是另外一个颜色。 那些石头也玲珑可爱，忍不
住“偷”上一两块，回家摆上书案把玩。

溪边是绵延的喀斯特石头山，因为秋天的
来临， 裸露出本质的伟岸， 可火红的枫叶、乌
桕，以及黄色的银杏叶，却将这种伟岸装扮得
有些妩媚，秋天的阳光又将枫叶、乌桕叶以及
银杏叶映照出一种别样的壮烈。从溪边一两人
才能环抱的古枫树开始， 往两岸的山顶看去，
全红了！ 深入森林中间，还有一种叫做红蜻蜓
的草，叶子像一只只红蜻蜓。 我们的车是开不
动了，每走几步就想停下来拍上几张，想把整
条美丽的溪谷带走，但村级公路的配置无法随
意停靠。

红的不全是枫叶。 在借母溪，还有一种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叫血皮槭，从树根到叶子，全
是鲜血般的红。问路边的老人，说是山在流血。
原来这里还是中原政府与西南蛮常年发生战
争的地方。 但在我们眼里，是树醉了、山醉了、
秋天醉了。

特别提醒：去借母溪，没有向导不行，否则
你不仅找不到吃和住的地方，还可能迷失在森
林中。 可联系沅陵旅游驻外办与沅陵旅游接待
中心：0731-83887838,0745-2680780。除借母溪
外，龙兴讲寺、二酉山、凤凰山，在秋天里，也别
有意蕴。

借母溪：秋水红叶惹人醉

文/图 邝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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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什么颜色的？
枫林红了，野菊黄了，松柏绿了，芦苇白了，水更青了，天更蓝了

……就像打翻了斑斓的水彩盒，将赤橙黄绿青蓝紫肆意泼洒天地间。
田野、郊外、山水间，处处洋溢着秋的缤纷。挪动脚步，敞开心扉，放

眼去望吧，享受大自然为我们烹调的秋之盛宴。

文/本报记者 王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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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秋天最美的景色

银杏：满村尽是“黄金叶”
观赏地：双牌县茶林乡桐梓坳村

秋天到了，桐梓坳的银杏黄了。 阳光慵懒地洒在金
色的银杏叶上，透过树叶缝隙投下美丽光影。 微风吹过，
片片黄叶纷纷扬扬飘洒而下，宛如漫天飞舞的金色蝴蝶。
于是，整座村庄被染成金黄。

听说村里有两百多棵上百年的银杏树，一片片小扇
子似的银杏叶，铺满了田边地头、门前屋后。 有两棵很古
老的银杏树，就像村里的长老一般，站在村口岁岁年年，
守望着村庄的宁静和美丽。 穿过茂密的林荫大道，又绕
行了数百米，终于见到了被誉为桐梓坳“银杏之母”的两
棵古银杏树。 它们的树龄已有近千年，依旧枝繁叶茂。 抬
眼看去，这两棵大树高约 30 米，枝干伸得很长，树冠像一
把大伞。 我们围着其中一棵大树拉起手，嗬，竟然要 6 个
人才能围得过来。

谁说秋天是离愁满怀的季节？ 看，村妇们坐在自家
门前，一边在温暖的阳光下做着刺绣活，一边聊着家长
里短，不时传来一串串开心的笑声；顽皮的孩童则聚集
在树冠如巨伞的银杏树下，追逐打闹；牛栏、猪圈、水塘，
还有鸡鸭鹅狗，远离城市的喧嚣，一切都那么活色生香。
炊烟缭绕间，此起彼伏的笑声，农家土酒土菜的香味，和
着满山坡野菊花的芬芳，在这片金色的海洋里弥漫……

秋风，秋叶，秋梦。 那些金黄的叶子，在风里尽情飘
舞，你醉在金黄的梦幻中，不愿醒来。

小贴士：
最佳时间：11 月中下旬
自驾路线：长沙———衡阳（京珠高速）———永州（衡

永高速）———双牌（207 国道）
附近景点：阳明山

芦苇荡：万亩青纱帐
观赏地：东洞庭、南洞庭、西洞庭

秋天到了，东洞庭湖的芦苇白了。 一丛一丛的芦花，
翘立在叶的上面，湖风吹过，芦花便摇摇颤颤的，像弱不
禁风的女子，随风悠悠地飘着。远远望去，恰似茫茫雪海。
风停下来，有些落在水面上，有些落在草丛里，不见踪影。

欣赏过“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的壮美
月夜，也见识过“浩浩汤汤，横无际
涯”的烟波浩渺，却不曾领略过“巴
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神韵。

于是， 走进湖边的芦苇荡，我
们去寻找洞庭湖的秋。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把我们
引向纵深。 芦苇很密，有二、三米
高，拨开前面的苇丛走进去，后面
的芦苇又合拢，人迅速淹没在苇荡
里，稍作停顿，就看不到前面的人
了，只能靠喊声来联络。 路面一层
厚厚的苇叶，走起来，好像踩在地
毯上。苇荡里偶尔会有一小片芦苇
稀疏的地方， 长满了茂盛的野草，
有水稗子草，芨芨草，野荞麦……
兴致来的时候，信手一捋，芦絮便

分解成无数个小绒球，只轻轻一吹，花絮飞舞，温顺地贴
在你的身上，伏在你的额头。

在芦苇荡里转悠，人也像天空一样，很空灵。 除了脚
踩枯叶的沙沙声和偶尔的鸟鸣声， 听不到外界的其他声
音，常常就会被一种神秘的幽静所折服。 终于走出来，眼
前豁然开朗， 岸边隔三差五来几只白鹭， 那修长的红长
腿，立在浅水里，敏锐的眼睛死死盯住水面，剑一样的尖
尖长嘴等待着一不小心送上门的小鱼。

除了东洞庭外，南洞庭和西洞庭也都有芦苇荡，却是
风光迥异。南洞庭不像游人如织的东洞庭，它寂寞地远离
着现代文明的喧嚣，素面朝天的展示着“万顷芦荡”的多
姿多彩；西洞庭甚至只有东洞庭四分之一的水面，但因其
主要接纳沅江、澧水而“一碧万顷”。朦胧中，“乍起狂风漫
天白，误将芦花当雪花”。

小贴士：
最佳时间：10 月下旬—11 月
自驾路线：
东洞庭：长沙———岳阳（京珠高速）
南洞庭：长沙———益阳（长常高速），下高速后开车到

沅江，约半小时
西洞庭：长沙———汉寿（长常高速）
附近景点：
东洞庭：岳阳楼、君山岛、二妃墓、柳毅井
南洞庭：赤山岛、胭脂湖、凌云塔
西洞庭：柳叶湖、渔樵村

摇钱树：黄花红果闹沅水
观赏地：沅陵县沅水边、凤凰山脚下

秋天到了，凤凰山脚下的摇钱树粉了。一大片粉红好
像要从黄的、绿的叶中跳出来，分外妖娆。不远处，是温润
如玉的沅水。

一支竹篙，划破了沅水的一江宁静。裸露着的肌肤被
江风吹得痒痒的，恰到好处的舒服。 远远的，就被那片粉
红吸引。 一朵、两朵、三朵……粉红的颜色抹在了凤凰山
脚下。 那山，正泛动着深绿。

近了，才看清果子像小灯笼一样，成串挂在枝顶，所
以这树也叫灯笼树。 那黄色的叶子其实是花，四片小花瓣
都朝着一个方向长，像金元宝，根部略带红色。 站在树下，
看不见的风摇动着叶子，哗哗的声音就响在耳边，黄花随
风掉下来，没多久树下就铺了一层黄黄的细碎小花。 原来
“摇钱树”是这么来的。

我们运气极好， 来时正是花期刚过， 初结果实的时
候，所以绿的叶、黄的花、还未成熟的粉红的果子都撞见
了。 听说过段时间，果子会变成艳丽的红色，张灯结彩迎
接远方的客人。

一条青石板小路通向山间。 1938 年 11 月，蒋介石将
张学良将军软禁于此长达一年半，从此凤凰山名扬天下。
山顶的凤凰古寺便是他的居住之地，“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老，唯有春风今又还”。殿
前的墙壁上，张学良的《自感遗憾诗》赫然在目。几只鸟飞
过，惊了心里突然袭来的空寂。 站在山头往下看，山脚像
镶了几层五彩斑斓的花边，水流显得清幽。

小贴士：
最佳时间：10 月———11 月
自驾路线：长沙———常德（长常高速）———沅陵（杭瑞

高速）
附近景点：龙兴讲寺、二酉山、凤滩水电站、借母溪

秋天的金色稻田。 曹建军 摄

借母溪的秋水。

岳麓书院屋顶上的枫叶。 阿诺 摄

秋天的红松。 曹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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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晚亭霜叶
红于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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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秋染岳麓，无限“枫”情
观赏地：岳麓山

秋天到了，岳麓山的枫叶红了。 整座山好像被火点
燃了一般，“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沿枫林路来到山脚下的清枫峡，爱晚亭掩映在参天
古枫下，碧绿的琉璃瓦四角飞翘，凌空欲飞，在片片红枫
的点缀下更加诗情画意。 坐在石栏上随意看去，满目的
红，就连泉潭边的一株株小枫树也被秋风染红了，五叶
的、三叶的，一片片飘落下来 ，像一只只小船在水中荡
漾。 看，红色的鱼儿在红叶中嬉戏，分不清哪是鱼，哪是
叶。 难怪杜牧不肯走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

顺山路直上山顶的云麓宫，途径白鹤泉、麓山寺。 群
峦叠翠间还错落着晋陶侃、唐裴休、宋朱熹等人的寓所，
还有近代著名革命家黄兴、蔡锷、陈天华、焦达峰等人的
墓庐。 拾起几片飘落的枫叶，叶脉苍隽，像时光的擦痕；
那耀眼的红，又像湖湘志士，为中华抛头颅洒热血燃烧
的青春和生命。

到山顶了，极目远眺。 “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
下洞庭”。 俯瞰长沙城，橘子洲浮碧江心，双桥飞架东西，
古城新廓尽在紫气青烟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重温那首《沁园春·长沙》，愈发觉得这漫山遍野的红，有
一种别处的枫叶没有的沉静之美，豪迈之美，壮烈之美。

小贴士：
最佳时间：11 月下旬
主要景点：岳麓书院、半山亭、禹王碑等，若是周六

晚上，还可登上山顶看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