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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上大纵湖，晨露挂枝，水岸绿茵依旧。湖光
秋色，多了一层熟韵。

清晨出发，相约友人同游大纵湖。清人高岑
《平湖秋月》诗云：“扁舟一棹泛秋湖，月色平铺似画
图。红蓼花疏波滚雪，白苹叶细露凝酥。”自古以来，
文人笔下的秋色，总是那样绚烂多彩。大纵湖之秋，
诗意浓浓，令人向往与期待。

驱车前行，下了高架就能看到一条黄绿蓝三色
旅游线路，直通各处的名胜景地。从盐城市区到大
纵湖景区，也就不足一个小时的路程，可让我们享受
到了乡村秋色。田园、树木、花草、村庄，不停地转换
秋光秋景。秋风吹拂，泥土芬芳，令人沉醉。

清《盐城县志》载：“大纵湖从来久远矣，湖最深
且阔，能受诸州邑水，东走入海。”至北宋年间，大纵

湖一直是苏北地区最大的湖泊。今日大纵湖，集自
然景观、湿地观光、休闲度假、科考探秘等多功能于
一体，已成为国家AAAA 级生态旅游景区。

立于大纵湖的水岸，看天上飘着几朵白云，
时儿融入湖水里，像是沉落在了水底，又像是浮在
了波面。秋风紧，蟹脚痒，在那湖面渔网上，高高
地爬上了无数只螃蟹。成片的芦苇依然翠绿的茎
秆上，举起了紫红色的花絮，如同一个个戴着帽花
的士兵得胜归来，又像是高高举起的火把，照亮一
片大地。一条条游船，穿梭于芦苇迷宫间，悠闲荡
漾在湖面上，给人诗般舒缓，淮腔般悠扬，感觉那
样的美好。

大纵湖湿地是鸟的天堂。白鹤、东方白鹳、丹
顶鹤、野鸭子、鹭鸟，觅食于湿地间，飞翔于湖面上
空。景区的刘先生说：“大纵湖从退渔还湖开始，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湖里小鱼小虾螺蛳等都是鸟类喜
欢的食物，所以鸟类都会选择在这里栖息。”去看鸟
岛，这里有上千只水鸟嬉戏飞翔。坐上了快艇，飞腾
在湖面上，于惊心动魄之中，又有一种兀然升腾之
感。不承想，乘坐快艇飞驰湖面，恍惚之间感觉是在

穿越沟沟壑壑的山地，那种颠簸的感觉仿佛是战马
驰骋。近岛处，快艇减慢了速度，生怕扰乱了鸟儿们
的安宁，可还是惊动了它们。一只只鸟儿飞起，又落
下，一群鸟儿盘旋头顶上空，鸟语声鸣，像是在捍卫
领地的警示，又像是对客人来到的欢迎。刘先生说：

“秋日始，候鸟会渐渐地从远方迁徙而来。到了冬
季，来湖区越冬的鸟多达数万只。”大纵湖观鸟，秋始
渐入最好的时节。

傍晚时分，我们走进了一家湖上餐馆品尝湖
鲜。全都来自湖中食材做成的菜肴，摆满了一桌
子。大纵湖螃蟹，个大脐白腿硬毛黄。白条鱼，是大
纵湖上最名贵的鱼，鱼肉白而细腻，清蒸为之上品，
吃在嘴里特别的柔弱鲜美。还有甲鱼、大青虾、白壳
螺丝、虎头鲨、昂剌鱼等水产品，烩炒蒸煮，味道鲜
美。走出餐馆，月儿升起。古老的东晋古城，高高的
塔楼，与月同影，倒映在湖水中。在那水幕灯光表演
处，我们欣赏到了古装淮剧清唱与表演，柔情似水，
韵味悠长，让人陶醉。

秋上大纵湖，绘就最美的景色，给了我无与伦
比的心境。

秋上大纵湖
□ 邹凤岭

《春秋繁露》里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
昼夜均而寒暑平。”

秋分正好处于立秋到霜降九十天的中间，意
味着深秋还未真正降临，但太阳渐渐南移，白天暖
和，早晚凉快，昼夜温差增大；阳气渐弱，阴气开始
凝重，秋天不再打雷；习性蛰居的小虫耐不住秋风
的寒意，早早藏入洞穴之中，并用细土将洞口封闭，
以防寒气侵入，一觉睡到来年惊蛰，听到雷声之后，
才睡眼惺忪地从洞穴里爬出来……大自然的四季
变化深藏玄机。

几场秋雨过后，天更清了，水更亮了。有些树的叶
子抵挡不住秋风的诱惑，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显得更
加妩媚动人。挂在农家小院里金黄的玉米棒子，与秋菊
相映成趣，与山间的溪流动静相宜，构成了金秋时节最
富张力的画面，而作为画面主体的农人，他们劳作的姿

势千姿百态，生动着这个“平分秋色”的节气。
人到秋天会垂暮伤感，要培养乐观情绪，多登

高远眺，让忧郁惆怅情绪消散，保持神志安宁。秋季
天气干燥，秋分前是温燥，秋分后是凉燥。燥伤津
液，会引起各种燥症。防止凉燥，要尽量少食葱、姜
等辛味之品，应多喝水，多食果蔬，多吃温润食物，以
润肺生津、养阴清燥。古人说秋宜“冻足冻脑”，春捂
秋冻体弱者慎之。

入秋以后，埋在地底下的花生，此时粒粒饱满，
撑裂沙土，若隐若现露出地面，等待庄稼人前去收
获。随着锄头的挖下，饱满的花生夹裹着泥土露出地
面，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轻轻抖去泥土，顺手丢进地
沟里。孩子们看到一串串胖嘟嘟刚挖出来的花生，都
迫不及待拾起几颗，剥开外壳，往嘴里送。轻轻一咬，
生脆爽口，鲜嫩无比，满嘴清香。收获花生的日子里，

河滩上人来人往，地里挖花生、捡花生的；路上有挑花
生的，也有小孩端茶送水的，热闹非凡。满担花生把
肩膀上的扁担压得弯弯的，并发出“嘎吱嘎吱”的欢快
声。虽然汗流浃背，但丰收的喜悦溢满于脸上。

田地里的大豆也黄了，行走在田埂上，豆禾像
一列列整齐的士兵接受检阅。放眼望去，遍地金
黄。豆荚鼓胀饱满，显得沉甸甸的，走在一旁碰到，
便会发出“沙沙”的声响。

大豆丰收的季节，竹筐里的大豆“哗哗”作响，
跳动着，舞蹈着，仿佛是在分享丰收的喜悦。这个时
节，瓜果飘香，芝麻花生都陆续收获了，村庄里的露
台上晒满了各种农作物，远远望去，错落有致，好一
幅晒秋图。

乡村里四处散发出香甜的味道，一切都沉浸于
丰收的喜庆当中。

秋分寒暑平
□ 沈顺英

“一霎荷塘过雨，明朝便是
秋声”。季节的更迭似乎总是
在不经意间，心，还徜徉在昨日
繁华织锦的夏梦里，一缕薄风
忽至，阵阵梧桐声响，带来丝丝
凉意，才惊觉——又是天凉好
个秋。

秋，依着一湾碧水迤逦前
行，芬芳着时光的静好；天高云
淡，风清月朗，将起伏的心绪静
静梳理，将流年的水色山光装帧
于眉宇之间，记忆深处。

自从立秋过后，漫步公园的
小径，草丛深处不知名的虫鸣
声，却是忽然就多了起来。驻足
细听，有低沉、有高亢，有绵长、
有短促，此起彼伏地演绎着秋天
的“交响乐”。

据说，梧桐是立秋后最先落
叶的，一叶知秋的叶，不知道是
不是说的就是梧桐叶，反正古人
书中的秋，常常与梧桐有关。“睡
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
中”。宋代诗人刘翰半夜醒来，
看到台阶上落满了梧桐叶，铺在

明亮的月光中，才惊觉已是立秋之日，才顿悟秋天已
盛开在簌簌而落的梧桐叶中，绽放在皎洁明亮的白月
光中。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秋天是
容易生悲催愁的季节，一阵秋风、一地月光、一枕秋
雨……都会让人无限感怀。哪怕只是阶前的那棵梧
桐树，无意中的一片落叶，就惹得同样无意中的人愁
绪万千，催生诗意。如果将“愁”字拆两半，秋意当
空，只能沉下心去感受。这或许就是秋天里团圆节日
的由来，以此来消解一种悲愁，寄托一种怀念。

“潇潇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每当秋
风瑟瑟又吹动了梧桐树叶，送来阵阵寒意时，心头泛
起思乡之苦的，除了诗人，还有读诗的人。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没等池
塘生春草的美梦醒来，台阶前的梧桐树叶就已经在秋
风里沙沙作响了。此时的秋声，让朱熹体味到的不仅
仅是愁绪、思乡，更多了一份青春易逝，学问难成的
沉重，不禁让人感叹时光匆匆，年华易老。

秋天的雨，虽没有春雨的妖娆，亦没有夏雨的奔
放，却是在“梧桐更兼细雨”的绵绵之中，让我们真切
感受到一场秋雨一场寒。一不留心，那些夏日的妖娆
已在秋的眉目间渐行渐远。还未来得及细细品读的
花开灿烂，已经此岸彼岸，两两相牵。十里荷花褪去
了浓妆，只留下倔强的绿和一池宁静的水，八千里水
湄蒹葭也开始向深处蔓延……

初秋的“剥夺”总是猝不及防，但深秋的收获也
总会如期而至，从庭前落尽的梧桐叶，到水边开彻的
芙蓉花；从菊花香芬芳了南山的石径长，到白月光明
媚了北屋的小軒窗……

谁同我一样，从晨起到黄昏，在连绵起伏的秋色
中，静心聆听着那一声梧叶一声秋，对着微凉细细思
量着曾经的过往。

梧
叶
秋
声

□
马
庆
民

大自然是个技艺绝妙的画师，最懂得该如何运
用不同技法展现春夏秋冬特有的风貌。春天，大自
然的画笔轻点，小心翼翼地构图着色。夏天，大自然
动用的绿色最多，到处都是泼墨淋漓的绿。冬天，大
自然的笔法极为俭省，把冬勾勒成一幅淡远的水墨
画。而秋，是大自然花心思最多的季节，整个秋天是
她用心染出来的。

秋天的色彩最丰富，没有哪个季节的色彩能像
秋天这样生动而富有层次。春天花开缤纷，夏天绿
树成荫，虽然色彩上也足够鲜明，但那些颜色给人的
感觉都是简单的，无需再进行调和。而秋天的颜色
就意味深长的多了，比如绿色，包含了浅绿、深绿、苍
绿等等，把时间的踪迹和生命的过程都融入到颜色
的深浅变化之中。再比如红色，有桃红、橘红、枣红
等等，多得无以计数，大自然好像在卖弄她的不俗技
法，把一种色彩演绎出缤纷的效果，呈现出多层次多
内涵的状态。

染秋，“染”字最能体现大自然的匠心独运。
染，需要恰到好处，增一分则浓，减一分则淡，分寸很
不好拿捏。染出来的秋天，让人觉得无论从哪个角

落看，无论在哪个角度看，都那么分寸得当，可谓浓
妆淡抹总相宜。满眼都是自然天成的美景，让人无
法不心动。即使你经历过无数个秋天，看过无数个
地方秋天的风景，眼前的秋色也会给你新鲜感——
每一抹秋色都是新奇而有创意的，每一缕秋光都是
独特而有意蕴的。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染”总给人无限柔
和与温情，是个特别有情味儿的字眼。染，需要反复
进行，多达九遍，一遍遍，把感情融入其中，就像是母
亲临行密密缝的新衣，千针万线里面满满都是爱
意。染秋，就是要在时间的染缸里，把春天的雨露、
夏天的阳光全部融入其中，慢慢地、精心地开始创作
鸿篇巨著，最终染出一幅春华秋实的长卷。染出来
的秋天，缤纷斑斓，多姿多彩！

染出的秋天，是金黄色的。秋天的田野，散发
着迷人的清香，也呈现出迷人的色彩。谷子成熟了，
一片片金黄连绵而去，仿佛绵延到天尽头。玉米成
熟了，青纱帐变了颜色，那种特有的黄色是丰收的色
彩，让人无限喜悦。高粱成熟了，火红一片，热烈奔
放。美丽的秋天，是一幅画，也是一首诗。

染出的秋天，是
碧蓝色的。秋天的
天 空 ，蓝 得 那 么 清
澈，明净。高远的天
空，浮着几朵闲云，
有飞鸟掠过，不留一
丝痕迹。长久凝视
碧蓝的秋空，人的心
会被滤得干干净净，
觉得身心轻松。身无牵绊，心无挂碍，秋天就应该好
好享受美好。

染出的秋天，是多彩的。你能在秋天的一个小
角落里，轻易找出赤橙黄绿青蓝紫几种颜色，色彩的
丰富让你不得不惊叹造物神奇。低头看脚下，绿色
的草地上杂花点缀其间，分外美丽。放眼望去，山的
色彩也变了，原来的青山变成了一个个多彩的花
圃。层林尽染，美丽的秋叶带给人们美好的视觉享
受。俯仰之间，都是画。时光匆促，一定要珍惜这美
好的秋色啊！

染秋，染出一个七彩斑斓的秋天…

染 秋
□ 王国梁

玩物丧志？未必！
古人云，君子役物，小人役

于物。木心说，玩物丧志者，其
志小，志大者玩物养志。

芸芸众生多凡人，志向广大
坚定之人，毕竟少数。普通人玩
物只要坚定养趣、养性的目的，
把握一个度，谈何丧志？说不定
长此以往坚持玩物养趣还能延
伸出一种生计。

我一个做水族网店生意的
朋友小杨，自小就喜欢养鱼养
鸟。起初父母也没在意，随着小
杨上初中后养鱼养鸟变本加厉，
父母开始担心了，认为小杨这是
在玩物丧志。可小杨并没有耽
误学业，父母唯有提醒他不要太
痴迷养鱼养鸟，会玩物丧志的！
或许正值青春叛逆期，小杨听不
进父母的“玩物丧志”的告诫，反
而把零花钱全花在购买养鱼养
鸟的书籍上，除了课程学习，业
余时间一门心思研读养鱼养鸟
知识。后来小杨顺利考上大学，
毕业顺利找了工作，这期间他依
然坚持他的“玩物”，“志”没丧，

“趣”更浓。
工作几年，小杨业余时间依然养鱼养鸟，生活过

得波澜不惊。成家后，面对新生儿、日渐衰老没有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父母和大学即将毕业还没成家的
妹妹，小杨第一次感到压在肩头的生活担子很重。
思前想后，小杨告别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与一家水族
店老板共同经营水族实体店和网店，凭借养鱼丰富
的经验和大量的知识，很快赢得客户的信任，将水族
网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年时间小杨挣得二十年
的工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两年后，他另立门
户，生意依然日日攀升。几年功夫，小杨无贷买了房
和车，父母的养老和妹妹的嫁妆有了保障，在大学同
学群里也是鹤立鸡群。一日，小杨遇到高中特铁的
同学，闲聊，同学被养育两个孩子生活重负压得满脸
沧桑，虽白天上班，夜间送外卖，日子还是仍难转
机。小杨有心帮同学，征得对方同意，共同创业。如
今，小杨的水族网店成立了公司，拉上一帮情趣爱好
相投的人一起“玩物”养趣、生财……

自古到今，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玩物养趣的很
多。苏轼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
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说的是他玩石头
养趣。明朝张岱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
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更把玩物养
趣升华成一种人生的格调和交友的选择。

想玩、能玩、会玩、一辈子坚持玩，玩到极致，玩
出生计，这何尝不是一种快意人生……

玩
物
养
趣

□
胥
雅
月

寂静的秋 李 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