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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畔的药祖圣地桐君山，一
年四季宛如四件不同类型的艺术作
品。春天的桐君山，从冬眠中苏醒，树
枝吐出新芽，老叶焕发生机，呈现出墨
绿、翠绿、淡绿的颜色，展现丰富的层
次感，如同一幅水墨画。夏天，整座桐
君山被浓密的树叶遮掩着，山上的建
筑物都不见了踪影，连桐君塔也只剩
下一个塔尖。远远望去，整座山仿佛
一帧剪影作品，凸显出精致的轮廓。
冬天，桐君山一片萧索，疏条交映。透
过树枝，山上的建筑物展露无遗，桐君
白塔更是一柱挺立，特别醒目。冬天
的桐君山，像极了一幅碳笔素描。

然而，桐君山最美的时候，无疑是
在秋季。年复一年，我见证着大自然
这位神奇的画家，一次次把桐君山描
绘成色彩斑斓的油画。

每年大约秋分一过，桐君山的半
山腰上，原本墨绿色的树叶丛中，便开

始出现一抹淡淡的鹅黄色，这幅油画
的创作便开始了。倘若一夜秋雨过
后，清晨的桐君山，在秋风吹拂下落叶
飘零，山顶的桐君祠、四望亭、江天极
目阁等建筑一下子显露，并一日日清
晰起来，桐君白塔也渐渐展露出全
貌。更令人惊喜的是，整座桐君山，随
着时令的推移，尤其是寒露一过，一天
天从鹅黄到淡黄再到明黄，出现了
中黄、土黄、橙黄等不一的颜色。黄色
是这幅油画的主打色，间或出现一抹
暗红的颜色，加上深浅不一的绿色树
叶和褐色树枝，越来越显示出丰富的
色彩。到霜降过后，桐君山油画便基
本完成了。随着时日的推移，造化这
位艺术大师会给这幅油画不断上色修
饰，使之日臻完美。

秋日的桐君山，总是那么引人入
胜。每日清晨，我推开窗习惯性地远
眺桐君山，看它色彩变化之奇，看它别
具一格之妙。每天上下班，或步行或
骑车过富春江二桥，总喜欢张望它几
眼，即使驾车，都要瞟一眼桐君山。油
画般的桐君山，让我迷恋，令我向往。

于是，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假日，过
悬索桥，登桐君山，走进这幅迷人的油
画之中，去零距离领略它的风韵，便成
了天经地义之事。

沿着落叶点缀的石阶拾级而上，
穿过“仙庐古迹”圆洞门，便来到山
顶。桐君祠的幽幽香味，远远飘过
来。秋色中的桐君祠，越发显得庄重
古朴。跨入大门，桐君老人塑像端坐
正中，周边是历代名医塑像。桐君，这
位华夏中药鼻祖，是桐庐人的精神偶
像；桐君山，又无疑是桐庐的象征。桐
君在梧桐树下结庐为屋、研药治病的
美好故事，成就了“桐庐”这个美妙的
县名，奠定了桐庐宜居宜业宜游的基
因。无怪乎前人有言：“桐庐人看不见
桐君山是要掉眼泪的。”如今的桐庐
人，则通达天下，四海为家。当然，桐
君山是他们永远的牵挂。

走出桐君祠，便来到四望亭。极

目远眺，富春江一碧如洗，水天一色。
透过色彩斑斓的树叶，映入眼帘的是
高楼对峙的桐庐县城。站在油画般的
桐君山上，俯瞰如诗如画的潇洒之城，
在秋高气爽中格外心旷神怡。

但我还是喜欢远望这幅天然油
画。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油画般的
桐君山，都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我有
多位酷爱摄影的朋友，都摄有桐君山
之秋的风采。与其说是摄影作品，不
如说就是油画。秋去冬来，这幅天然
油画在季节交替中渐渐褪色。尤其隆
冬时节，一场大雪过后，桐君山银装素
裹，仿佛一件硕大的玉雕精品，安放在
富春江与分水江交汇之处，呈现出一
种纯粹的美。虽然缤纷的色彩不见
了，但这时，你会禁不住想起雪莱的名
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是的，四季的轮回又将开始，不同
风采的桐君山又会交替出现。来年的
秋天，油画般的桐君山，一定会在周而
复始中，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

上图：桐君山之秋。 赵雄军摄

黄花岭102省道是指从柞水营盘
镇穿越黄花岭到广货街的这一段公路，
约50公里，它曾是西安至镇安、柞水的
唯一公路，路面上四季往来着满载旅人
的客车和轰鸣不断的大货车。西康高
速的建成让102省道淡出了交通主干
道，黄花岭静寂下来。经过多年的休养
生息，黄花岭植被更加茂盛，生态更加
和谐，这条弯曲、宽阔、多姿的公路，成
为一条探寻秦岭深处的休闲秘径。

深秋时节，这段路的确清冷，道
路两旁是一排排枯黑的槐树枝干，树
上萧瑟得不剩一片叶子，远处山野丘
陵，很久不见往来行人。车子接连两
个拐弯，眼前打开一个童话世界，路
旁连绵山岭全部被黄色覆盖，群山换
装。秋，原来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黄色呢？我搜
索脑海中所有的色彩：柠檬偏淡，向日
葵过浓，油菜花又太亮。爱吃的我想到
了芥末，那种温暖又不刺眼的浅黄色。
路面宽阔无人，车速不减，芥末黄随着
山峰向上伸展，又沿着山谷向下铺排，
一浪接着一浪从我们眼前向后划过，无
边无际。按中国的阴阳学说，黄色在五
行中为土，由土色生发，千变万化的黄
色在秦岭此消彼长，从未停止。

路两边开始斑斓。杨树挺直，华
盖金灿，亮黄的迷幻。松树是整个秦
岭的底色，所有颜色着于松树的绿波
中。在绿和黄的斑驳中，更多属于秋
的色彩加入进来。芦苇荡飞舞，黄栌
树鲜艳，光影掠过灿漫野菊，各种植
物随性着色，恣意张扬地占领着山脉
沟壑。碧蓝天空上的云朵先是在头顶
上看，后来耐不住了，便在车子前方
和崖壁高处的树木低语。在这般景色
里穿行，天地澄明，人也浪漫起来。

一路走一路停，登上了牛背梁的

制高点后，极目远眺，视线所及之处
都是黄色，睁大眼睛仔细分辨，黄而
微红，像杏子；黄而灿烂，像金子；
黄而发青，像苍龙。反正也不能近
看，我便把这些颜色都认作黄花，明
丽又静幽的黄花在想象中开放。向上
挥手，山岭对话，向下握拳，握紧秋
韵，正陶醉间，一位大姐喊了起来：

“让开一下，这么好的景，你不拍照
让开一下。”我只好让出最佳观景
点，大姐艳黄丝巾一舞，又是风景。

在路边一处山包上，坐着一个男
子，他面对万丈深渊盘腿静坐，脚下
音乐缓缓流淌，天地一人，独我无
它。在路边还遇到不顾秋凉搭起帐篷
准备长驻的驴友，还有直接裹了睡袋
在山色里做梦的人，真是好生羡慕。

这一路路况良好，车辆不多，成
了摩托车奔驰的绝佳路线。有时三四
辆车前后奔驰，有时独自一人顺着山
势倾斜成 45 度左右摇摆。戴着头盔
墨镜，穿着骑行服的炫酷骑手们像闯
入童话世界的王子。早就听说过“四
轮载身体，二轮承灵魂”的骑友口号，
这些在蜿蜒盘山道上演绎精彩故事的
年轻人，我定是要行注目礼的。

黄花岭沿途有很多农家，以前他
们经营路边摊、小客栈，为沿途旅人
提供些简单食宿，现在这些农家也随
着时事改变，建起了温馨干净的农家
乐。小院子里秋千、茶海、花草俱全，

门窗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剔透泛红的
柿子和镀了金般闪亮的玉米穗。用丰
收和希望装点门楣还不够，一个老妇
人采了大把小野菊捧着往家走，身后
跟着一只慵懒的猫。猫尾巴在阳光下
晃动，我便想把自己拴在猫尾巴上，随
着老妇人跳跃进农舍，然后闻着花香
和柴火味儿，在阳光下睡睡醒醒。

接近回程时，我久久不想离开，
正好是一段下坡路，便飞奔起来。听
说，当运动的速度大于光速时，时间
永恒，我想去追秋风落叶，追流云松
涛，让时间停驻，让一切感官悬浮在秦
岭之上，哪怕山重水复，漫漫无期。

广货街上，一个个店铺饭馆紧挨，
各种当地特产俱全。一位老板娘拿簸
箕盛着刚出锅散发着米香的锅巴让人
品尝，掰一块塞入嘴中，嘎嘣脆香，便买
了两包当作澄澄秋色品味再三。

路的使命变了，在路上行走的人
也变了，心境随着景色自然也就变
了。由忙碌到休闲，黄花岭像一位智
者，在登场和退场时，都豁达有度，
自然而然。

上图：黄花岭公路。孟琦雄摄

很多人知道琅琊山，都缘于欧
阳修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琅琊
山离我常住之地不远，一路向西，
过南京就是。别看这百十公里的距
离，从苏到皖，出省了。停好车，
往琅琊山风景区走。入口处，一座
长长的碑霸气地映入眼帘，上刻

《醉翁亭记》 全文，篆刻疏朗大气、
笔法飘逸灵动。耳边响起 《醉翁亭
记》诵文：“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
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琊也……”欧阳修，北宋政
治家、文学家，号醉翁。琅琊山
上，翼然临于泉上的亭子是山之僧
智仙所作，名之者就是欧阳修。醉

翁亭和北京陶然亭、湖南爱晚亭、
浙江湖心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
醉翁亭名列首位。置身山林入口，
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景区内道路宽阔，非南方曲径通
幽、小桥流水的精致，有北方的粗放
豪爽。两边山坡巨石、怪石多而奇。
山上树多，枝高叶蓬，灌木植被丰
富。空气荡心涤肺、清爽宜人，让人
情不自禁深深吸气，长长吐气。在琅
琊山，呼吸是自由的，酣畅的，幸福
的。花草树木漫山遍野，经霜五彩斑
斓，秋之绚丽多彩，让人忘记尘俗杂
事，只想将一颗心投入山林，学醉翁

吟诗赋文。
路边多高大银杏树，树叶金黄明

亮，山坡、沟渠，落叶遍布。有练字的
老人，以拖把为笔，以景区大道为纸，
练字健身养性。“地书”成为琅琊山风
景区一景。

琅琊山因东晋司马睿任琅琊王时
曾寓居于此得名，拥有名山、名寺、名
亭、名泉、名文、名士，是皖东极富文化
底蕴的胜境。我们先醉翁亭后深秀湖
再纪念馆，且行且探寻。

山上树木赤橙黄绿都有，浓荫
之中，潺潺泉水泻出，水入方池，
又汇入山溪，“让泉”二字碑刻拙朴
凝重。听说让泉水温终年保持十七

八摄氏度，颇为奇特。泉水清澈可
饮，捧一口喝，有淡淡甜味。从字
面上揣度，让泉应是礼让之泉，查
阅出处，果有两峰让出之意。有
泉，喜酒，风雅率性如欧阳修者，
自然可以玩“曲水流觞”的游戏。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
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此“年高”，也只 40来岁，正值壮
年。欧阳修知滁，前后约两年零四个
月，给滁州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不朽诗
文，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欧
阳修笔下，滁州无时无刻不美。“若夫

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
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
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
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
清，民风淳厚，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
事实行“宽简”政策，不苛求，不琐碎，
不唯政绩，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博
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大抵
也只有这样天性率真、不拘小节的太
守，才会与滁人同游，呼啸山林，兴尽
而返吧。他把各种生存境遇当成人
生馈赠、生命体验，即便是游山玩水，
即便是地方小吏，也时时处处全身心
投入，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有强烈的

在场感，欧阳修一直活在属于他自己
的当下。

滁州之后，欧阳修改守扬州。扬
州因此拥有了平山堂。哪里得欧阳
修，哪里得福。

醉翁亭以前仅一座小小的凉亭，
现在扩充至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
古梅亭等九院七亭，人称“醉翁九
景”，都有文忠公欧阳修的痕迹。

欧阳修离去已近千年。翁去千
载，醉乡犹在；由亭到堂，身影不孤。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上图：琅琊山夜色。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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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游客发现，北京可以悠闲地
走一走的地方变多了。这得益于近年
来北京的绿道建设。

2013年，《北京市级绿道系统规
划》中提出“三环、三翼、多廊”的
绿道总体布局，按规划，北京全市将
形成超过 2000 公里的绿道网络。目
前，在北京中心城已有约 40 个绿道
项目。其中，全长 87 公里的环二环
城市绿道，沿线分布有天坛、地坛、
雍和宫等 20 余处公园绿地和文物古
迹，成为一条展示首都历史文化风貌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绿道。

留住城市记忆

“春天，踏着刚返青的浅草放风
筝；夏天，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到河里
摸小鱼捞蛤蟆骨朵儿；秋天，在岸边的
草窠子里和石缝间捉蛐蛐儿；冬天，
在封冻的冰面上溜冰床子玩……”在

《道北京》 一书中，京味儿作家刘一
达这样描写 60 年前孩子们在护城河
边撒欢儿的情景，护城河“牵动着老
北京人的心”。

在许多老北京人心目中，护城河
与古建筑、胡同一样，都是北京的

“符号”，更有人将它视作老北京的
“魂儿”。北京的护城河分为内护城河
和外护城河，内护城河是紫禁城的护
城河，俗称筒子河。随着北京的城市
变迁，外护城河中陆续有一些河段被
挤占、分割或压入地下。目前，北京
只有北护城河一段和外城的南护城河
依然存在。

如今，环二环城市绿道为人们提

供了亲近护城河的途径。“眼前是一
段通浚的护城河。清澈的河水，石砌
的护堤，岸边的柳树正吐绿扬花，桃
花开得正艳，依然是幽静舒缓的河
面，映出的却不是古老灰暗的城墙，
而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刘一达所写的这段安定门附近的护城
河，位于环二环城市绿道上。一年四
季，总有许多人沿河漫步，感受护城
河边的四季变化。

初冬的下午，记者从小街桥沿着
护城河边一路西行，抵达鼓楼桥，这
一段绿道沿着护城河和二环路而建，
沿途分布着“古河花雨”“晨歌暮
影”“梵宫映月”等景观节点。在

“古河花雨”，绿道边设有一组《京城
记忆》公共环境雕塑，包含《观棋不
语》《夏日茶香》《儿时意趣》，承担
起了“让老北京的念想在变迁中留
存”的作用。

串联绿色空间

从环二环城市绿道的路线图上可
见 ， 这 是 一 条 勾 勒 出 了 北 京 旧 城

“凸”字形城廓的绿道，二环周边的
地坛公园、龙潭湖公园、玉蜓公园等
城市绿地被串联起来。因而，环二环
城 市 绿 道 也 被 称 为 “ 城 市 风 景 长
卷”，是北京市级绿道规划“三环”
中的重要一环。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环二环城市绿道上不同的景观
节点，在设计时结合既有的园林基
础，增绿添彩。例如，北护城河段的
春花基础较好，更多地种植丁香、连
翘、海棠和紫叶李等春季花卉，偏重
于春景的营造。据统计，环二环城市
绿道上新植乔木约 2 万株，花灌木 9
万株，地被植物 16 万平方米，整体
植被带来的生态效益相当于增加3个
景山公园。

环二环城市绿道的北护城河段，
通过“增绿、驻足、连通、添彩”，
打造滨水生态环境，“增绿”即增加
树木的种植；“驻足”即建设亲水平台
和休憩驿站；“连通”指通过修建 5 公
里的道路将各段绿道贯通在一起；“添
彩”则是通过种植各色花灌木和银杏
等彩色植被，保证绿道“一年三季有花

可看，一年四季有绿可见”。
虽然已经入冬，但绿道边栽植的

垂柳、松树等，仍让人感受到绿意。“古
河花雨”是环二环绿道上的一处重要
景点，假山、亭台、阁楼、游廊、小径相
连，道边种着观赏海棠、榆叶梅和碧桃
等各类花卉草木。待到春花怒放，一
定十分美丽。

添彩幸福生活

绿道沿途的一处文化广场上，树
林中传来的啾啾鸟鸣让我停了脚步。
几只鸟笼挂在树枝上，小鸟不知疲倦
地歌唱。近旁，几位大爷正围坐聊
天。相隔10米之外，二环路上车来车
往，这里却像是一个安静的小世界。

“我们几个老哥们儿约好了，每
天过来散散步、聊聊天、下下棋、遛
遛鸟，舒坦！”每天都要来沿河木栈
道走上 1 万步的汪大爷告诉记者，

“几年前想走到护城河边儿，那是不
可能的！”据北京市东城区园林绿化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护城河两边
是河道防护林地，林地外围着铁栏
杆，无法进入。环二环城市绿道建设
工程，整合了二环路、护城河的道路
绿地和滨河绿地，增加了绿色活动空
间，把过去封闭的林地变成了向市民
开放的休闲乐园。记者看到，在绿道
沿途分布着休憩平台、文化广场、便
民驿站、健身广场等设施，不时可见
人们骑着共享单车到健身广场运动。

北二环是杨茜每天上下班的必经
之路。“碰上限号的那天，我一定会
提早出门，只为了在绿道上多走两站
地。”杨茜说，“那是我繁忙工作中最
好 的 调 剂 ， 也 是 一 天 中 的 幸 福 时
光。”周末，绿道则成了许多像杨茜
一样的家长“遛娃”的好去处。春天
到这里寻找第一朵绽放的花朵，夏天
来感受河面上吹来的凉风，秋天赶来
将落叶踩得嘎吱作响，冬天在护城河
边等待冰封。“这里是带孩子亲近大
自然，认识北京城的好去处。”杨茜
告诉我，她希望明年能带着孩子将环
二环城市绿道全程走完。

北京绿道走出幸福美景
本报记者 尹 婕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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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 婕文/图

绿道外繁忙的二环路绿道外繁忙的二环路

绿道沿线的游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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