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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最后一个节气，有一段有如小
阳春的日子。

有一株特别敏感的紫叶李，在秋末
产生了错觉，紧紧张张地开花了。那也意
味着她未来必然要承受寒流与打击。

更多的植物稳扎稳打，按照既定的
人生脚本往前走，该成熟的时候，就落
叶，就结果。

而果实们有的酸涩，有的甜蜜，还有
的咸咸苦苦，五味杂陈。

池塘边有一株大樟树，枝叶也稀疏
了，显得更高，一颗颗香樟籽从高处往水
里掉，发出“吨吨吨吨”唱歌样的声音。

苦楝子也在秋风里成熟秋风里老，

即使结了果，她的心事也是苦涩且有毒
的。

乌桕的种子成熟了，果皮炸裂开来
露出了白色的种子，“辣椒”说，远看像许
多爆米花挂在树枝上。

盐肤木的果实外表结了一层洁白的
“盐霜”，摘下一颗放在嘴里，先是尝到了
一阵咸味，然后又变成了酸味。

在单位的老院子里，“萝卜白菜”发
现了一棵喜树。喜树的果实是有趣的，头
状果序排列成球形，是花朵开过的样子。

“萝卜白菜”说，喜树的喜，是喜欢你的
“喜”。

愿你们喜欢的，都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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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湘西世界地质公园揭碑仪式
在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举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宣布湘西地质公园加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并授牌。

和湘西人交朋友，需要“冷水泡茶慢慢
浓”。湘西世界级地质公园终于迎来了它的

“浓茶”时刻。
7 月 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

209次会议通过决议，中国湘西地质公园被正
式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成为我国第
40个世界地质公园。

有人说，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形似一只展
翅翱翔的雄鹰。这只“雄鹰”很大，面积有2710
平方公里，北起龙山洛塔，南至凤凰天星山，
东头为永顺芙蓉镇，西尾是古丈红石林。

不妨吟啸且徐行。在这里，寻找地球生命
的源头。

排碧阶“金钉子”

距离湘西花垣县排碧乡的 209 国道不
远，有一颗著名的“金钉子”。

所谓“金钉子”，是地球历史上大演化阶
段分界线的代名词。这是全球地质学家研究
地球地质发展历史使用的共同语言，它的学
名为：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位。

目前，全球共建立了 72 颗“金钉子”，中
国有 11 颗，位居首位，其中浙江有四颗，湖
南、湖北和广西各两颗，贵州有一颗。

湖南的两颗“金钉子”，一颗在花垣，一颗
在古丈，都在湘西。

地质学家建立“金钉子”，也就是为地球
演化的编年史“断代”，确定各个地质时代分
界的标准界线。

据湖南省地勘局四 0五地质队总工程师
刘伟介绍，自地球生命诞生后，大量的生物遗
骸就藏在了岩石里，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
复杂，从水生到陆生，记下了演化历史。科学
家们按照岩石形成的先后，建立了一套国际
地层表，也就是地球年代地层单位系统。

“代”通常划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
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古生代又划分了寒武
纪、奥陶纪、志留纪等七个纪。

刘伟说，年代地层单位的“纪”，下面再分
“统”，“统”内再细分为若干“阶”。每两个相邻
的地层单位之间，都存在着一条分界线，代表
这条界线的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在地
质学上就称为“金钉子”。

湖南的两颗“金钉子”均在湘西，都属于
寒武纪，距今约在四亿八千五百万年到五亿
四千两百万年之间。

寒武纪遥远得让人无法想象。然而，排
碧乡的“金钉子”填补地质学上的空白仿佛
就在昨日。据“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官网的
介绍，“2003 年 2 月，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
会终审批准，寒武系的首批正式年代地层
标准单位和寒武系内的首个‘金钉子’在湖
南花垣排碧乡被正式确立。2010 年 10 月 18
日，寒武系古丈阶层型举行揭牌式，‘古丈
金钉子’地层剖面正式成为国际标准，填补
了全球年代地层表寒武系第三统第七阶的
空白……”

花垣县的十八洞园区是湘西世界地质公
园七大景区之一，“排碧阶”的“金钉子”凝聚
了其中最璀璨的光华。

这颗“金钉子”就在十八洞村对面，在209
国道旁一个叫四新村的地方，步行而上约两
百多米，即可到达。“金钉子”的剖面露头连
续、岩性单一，没有覆盖物，化石丰富，清晰直
观，可参观的长达一公里多，重点层段约 60
余米。

十八洞村有很多山洞和峡谷，最
有名的自然是“十八洞”。

当地人介绍，据传当年夜郎国先
民打败仗后，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的深
山老林，发现了这个能躲藏人的大溶
洞。夜郎人走进洞，发现洞内有洞，像
迷宫，多达18个，且洞洞相连，于是便
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夜郎十八洞”，
因此而名。

夜郎国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
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始于战
国，终于西汉，前后三百余年，因“夜
郎自大”成语而闻名。从《史记》中可
以了解，夜郎国并非弹丸之国，面积
涉及现在的武陵山区大部，当然也包
括如今的十八洞景区。

除了山洞的神秘，十八洞还美在
峡谷，美在山泉，美在苗族风情。煮一
锅酸鱼，喝大碗米酒，唱几首山歌，沉
醉不知归路。

古丈阶“金钉子”

红石林在古丈县。
古丈藏在湘西崇山峻岭间，县城就躲在河两岸

的峡谷里，古阳河穿城而过。
古丈小得不能再小了。一个县城，到现在都还不

必用红绿灯。每天早上，广播站喇叭一放，全城都听
得见。

古丈阶，1912年才建县。但一个“古”字却冥冥中
暗示着它还有某种未曾发现的久远与神奇。2008年春
天的阳雀声里，这种猜测终于变成了现实：国际地质科学
联合会传来消息，全票批准了“古丈阶”这颗“金钉子”。

这是中国第七枚、湖南第二枚“金钉子”，它的剖
面位于古丈罗依溪镇，为寒武系第三统第七阶地层。
也因为这枚“金钉子”的发现，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把第七阶命名为“古丈阶”。

“古丈阶”距今约五亿五十万年，比第八阶的花
垣“排碧阶”还要早两百五十万年。

罗依溪剖面本是因为本世纪初修路而出现的，
为了更好地展示“金钉子”，这条省道改线，尽量往酉
水岸边靠。

如今由三根石柱堆砌而成的古丈阶“金钉子”标
志矗立在酉水河畔，直指苍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在附近的罗依溪镇上，有个“金钉子”陈列馆，位
于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内。

古丈阶“金钉子”钉在了寒武纪，红石林的形成则
在奥陶纪。寒武纪和奥陶纪，是两个相邻的地质年代。

从寒武纪末期和奥陶纪开始，距今约四亿八千
五百万年左右，气候温和，地球很多地方都被浅海掩
盖，海生生物空前繁荣。那时候三叶虫的统治地位摇
摇欲坠，笔石、珊瑚、腕足类、海百合、苔藓虫、头足类
等动物蠢蠢欲动。

角石们在大海中追逐三叶虫的时候，地壳正由
寒武时期的伸展拉张逐步变为挤压运动，并出现隆
起区和凹陷区。部分隆起露出海平面成为陆地，面积
不断扩大。

古丈红石林的形成，也正是这一地壳运动的产物。
角石在红石林随处可见，外形犹如竹笋，壳面饰

有波状弯曲的横纹，纵切面磨光状如踏，白色化石光
彩照人。

几亿年就这么过去了。从古丈阶“金钉子”标志
处开车去红石林，仅需40分钟。红石林核心面积超过
84平方公里，覆盖红石林镇和芙蓉镇酉水南北两岸，
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发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红色
石林。它的颜色因天气变化而变化，如晴天的红石
林，一片紫红，阵雨过后，遂成褐红。雨过天晴，石头
又魔幻般地变回紫红。红石林的主要成分是碳酸盐，
碳酸盐遇水后，一般会发生轻微化学反应，使表面颜
色变淡变暗下来。

但再怎么暗淡，红石林“骨骼”是强健的、雄伟
的、层层叠叠的、棱角分明的。沧海变桑田，海枯石未
烂，正是红石林的灵魂之美。

王村阶的芙蓉镇

与古丈阶“金钉子”相邻的，是芙蓉镇。这个因同
名电影而广为人知的地方，同样也是湘西世界地质
公园的七大片区之一，范围包括永顺、保靖两县，涉
及六个乡镇。

大家熟悉的芙蓉镇属于永顺县。永顺是中国土
家族聚居大县，也是湘西面积最大的县。这里除了芙
蓉镇、猛洞河、不二门、塔卧、小溪、马拉河等景区，还
拥有湖南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

不过在地质界，永顺县的“王村阶”更引人注目。
在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的“金钉子”展厅中，除了“排碧
阶”和“古丈阶”，也有“王村阶”。“王村阶”因地质剖面
在永顺县的王村而得名。王村，即现在的芙蓉镇。

1986 年某个并不让人记得的日子，电影《芙蓉
镇》在王村拍摄。谁也不会想到，21年后，一个有着深
厚积淀的古镇王村会华丽转身为被寄予无限厚望的
芙蓉镇。很多人觉得，王村因为电影《芙蓉镇》的拍摄
而声名远扬，随后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不少人又
认为，王村，千年古镇，王者之村，明代土司王彭翼南
率兵抗倭出发之地，原名多好。

说到底，芙蓉镇让人念念不忘，离不开一方山
水。芙蓉镇的精彩之一，是瀑布。前些年，芙蓉镇确立
了外宣的广告语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这是
写实，也很形象。瀑布在湘西乃至世界各地有很多，
但挂在千年古镇里的瀑布却很少：“夜晚它是我枕上
的梦，白天它是我眼里的爱、嘴上的歌。”

芙蓉镇瀑布上的小溪叫营盘溪，从大山深处一
路蜿蜒而来，注入酉水时，形成了巨大的两级阶梯状
帘式瀑布，蔚为壮观。第一级落差有20多米，宽50米
左右。落下来的瀑布，又流过一个大约一千多平方米
的长方形台地，再接着往下跳。跳入酉水前的第二级
瀑布被乱石分为三段，分别从不同地方相约飞流直
下，落差约 33 米，宽 60 米左右。丰水期时，瀑布没有
了分段，仿佛匹练般倾泻跌宕，其声之浩，其形之美，
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地质科学院张晶博士认为，芙蓉镇瀑布的
形成，主要受酉水断裂和地壳间歇性抬升的影响，为
溯源侵蚀型瀑布。芙蓉镇瀑布下方的岩腔中生长着
大量石钟乳，它们与溶洞中常见的垂直向下延伸不
同，全斜斜地朝外生长。张博士说，这叫“向光性石钟
乳”，形成主要受植物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吸取洞顶
滴水中的二氧化碳，引起碳酸钙饱和沉积而成。植物
的向光性，引起这种石钟乳只在向光一侧沉积，从而
导致其向有光一侧倾斜。

当年拍摄《芙蓉镇》时，第二级瀑布下还没有栈
道，瀑布也没这么大，溪水潺潺的，躲在杂树丛中。王
村改为芙蓉镇后，当地主要领导为大力发展旅游，才
开发这瀑布后面的栈道。

掀起瀑布的“盖头”后，在保护好古街古巷古屋
的基础上，芙蓉镇大力开发民宿产业，旅游发展从此
步入了快车道。

秋风翻动着山林，
一遍又一遍数她的果实

秋风翻动着山林，一遍又一遍地数
她的果实，像一个农夫检阅他的仓库。立

秋到霜降，缤纷的果实在秋风里着色，各
怀甜蜜或酸涩的心事，各有各的成就。

立秋之后，夏日似乎还很盛大，紫薇
和木槿依旧花团锦簇。

但仔细看，紫薇花开过的地方，已经
结了密密的籽，早晚的风也凉了，暑假快
结束了，户外游泳池即将关闭。

唯有各类野果日渐绚烂，漫长的夏
日成就了它们。红色枣子已经可食，青色
柚子个头更加膨胀，山中的蛇葡萄，结出
一粒粒蓝的紫的果实，美得妖异。

关于红枣，水果店里卖的大多是北
方大枣，而我们南方长的是小红枣。在西

洞庭湖区长大的“西米”说，童年的暑假
似乎总在偷枣与护枣中度过，“感谢种枣
树的人家，你们让童年完整了。”

临澧县新安镇旦阳村，“花生米”老
家的梨树上，梨子被鸟啄开，又被虫们蚕
食。“虽说是我家种植的，但因为有阳光
雨露的滋养才有了果实，属于大自然的
一部分，鸟儿和虫子们理所当然地也能
享用。”

构树上结着红色球形果子，它们是
完全属于鸟儿的，人类并不太愿意食用。

立秋（8月7日-8月21日）
感谢种枣树的人家，你们让童年的暑假完整了

暑意虽没有完全消尽，但我们从空
气的味道、天空的颜色就可以知道，高温
的鼎盛时期已过。

浓墨重彩、气焰嚣张的夏进入倒计
时，头顶的星河、水边的萤火、草间的虫
鸣，都将渐渐黯淡，早晚时分，轻薄夏衣
略觉微凉，光腿穿短裙的日子不多了。这
恰恰好的暑末秋初时光，发着湿润的微

光，令人无比珍爱。
银杏已经半黄，乌桕叶悄然变红，栾

树进入盛花期，黄色小花、红色蒴果，在
夏日尽头的浓绿上涂抹了一层流光溢彩
的秋意。

肥美的螃蟹，桂花和炒栗子的香
气……另一些美好的事物正在与秋风一
同赶来的路上。

处暑（8月22日-9月6日）
栾树的红色蒴果，在夏日尽头涂抹了一层秋意

到得白露，人就有了秋天的心事。或
是第一杯奶茶，或是第一缕桂花香。

今年收到的秋天第一缕桂花香，在
白露第一候，略微有点早。那天流连在大
片荷塘间，荷花开了一个夏天，眼见有些
疲倦了。忽然在风里感受到异样，心中一
动，循着香气一路寻找，在密密的枝叶
里，找到点点轻黄。

桂花香和网络梗一样蔓延很快。有

了第一缕之后，就像被传染了，或者像约
好了一样，走到城市哪个角落都会与之
相遇。

风物有信。奶茶也许不一定有，桂花
却一定不会失约，或早或晚。

小区里的茑萝松在此时忽然迸发出
了极大的生命力，红色的五角星花朵热
情洋溢，总让人想起童年时老师奖励的
那一颗颗小红星。

白露（9月7日-9月21日）
秋天的第一缕桂花香，和网络梗一样蔓延很快

每年的长假都在秋分节气内，这短
暂的金子一般的秋天，用来度假才不至
于荒废。

夏日的酷烈已经遁形，秋天的肃杀
金气尚不成气候，世界轻盈又饱满，具备
一个完美假日的最佳气质。

“十一”假期后半段，秋分的雨一下，
秋意就不辨自明了。省森林植物园里，大
片的向日葵已经盛开，在阴雨天气里失

去了太阳的方向，花盘毫无规则地四处
张望着。

南方山林里这时节色彩还算不上
特别丰富，野鸦椿的红果因此特别显
眼，眼睛一晃就看到了。栗子成熟了，带
刺的壳斗在风里开裂，露出泛着光泽的
坚果。

是时候了，享受季节带来的美与果
实，收获成熟带来的丰硕与灿烂。

秋分（9月22日-10月7日）
栗子带刺的壳斗在风里开裂，露出泛着光泽的坚果

世界褪去了粘稠、湿气、溽热，阳光
清脆，雨水硬朗，历历分明。秋风万里，长
天归雁，人的精神总会被带到更高远处，
自由又清净。

秋凉如水。小动物们在悄悄长出绒毛，
储存脂肪和食物。树木主动脱落了渐渐丧
失水分和色彩的叶片，“让枝头最后的果实

饱满”。在秋天的风衣和线衫里裹紧自己，
细心收藏着人世间一丝一毫的温暖。

天气冷了一阵，又开始变暖了。在长
沙县远大城观，“流云”观察到一株含笑
竟然在此时开花了。“辣椒”说，这是春化
现象，前段时间太冷，忽然回暖，让植物
以为冬去春来了。

寒露（10月8日-10月22日）
树叶渐渐丧失水分和色彩，“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霜降（10月23日-11月6日）
一颗颗香樟籽快乐地唱着歌，从树上往水里坠落

黄鹤菜果实。 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心供图

锥栗。 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心供图

红石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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