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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 A8L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贡秋南珠是云南迪庆州佛学院

来远寺分院的堪布。在藏传佛教的

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

都是获得格西学位（藏学博士）的

高僧大德。

1968 年， 贡 秋 南 珠 在 迪 庆 州

维西县巴珠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

生。根据藏区习俗，如果家中超过

两个小孩，一般会送一两个前往寺

院完成学习。南珠也不例外，他 17

岁便被父母送去离村里十几公里外

的来远寺，出家成为一名喇嘛。

那时正是 1980 年代，迪庆州

80% 的经济收入靠“木头财政”，

大片原始森林被“剃”成光秃秃的

山头。“掠夺式”的采伐，搞得原

来溪流潺潺的山谷没了水，一下雨

山坡上就出现滑坡、泥石流。在寺

院学佛法，南珠有着慈悲的心怀。

看着一棵棵被砍到的树木，他难过

得掉眼泪，“每棵树都有生命，它

们都有自己的尊严”。

在巴珠广袤的森林里放羊是南

珠童年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

南珠看来，在寺庙学习，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修行方式。对他而言，保

护当地的生态也是一种修行，保护

树木，保护鸟类，保护动物就是他

的修行功课。

2002 年，南珠有缘与从事生态

保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教育的刘蕴

华老师相识，并愿意协助她通过藏

传佛教教义中的生态观来指导村民

们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为村庄的

可持续发展尽一份力。

巴珠村有八大神山，与达摩祖

师洞以及来远寺遥遥相望，处于祖

师洞文化圈的核心地带，全民信奉

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教派。南珠认为，

纯朴的老百姓在藏传佛教和传统文

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理念和实践，这对于维持藏区

的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 前， 村 里 偶 有 打 鸟 的 事 情

发生，南珠知道后，便在法会活动

上以佛法教义加入环保理念进行教

育，打鸟的村民当即向他表达忏悔

之意，并把猎枪等器物放进了村里

的佛塔内，永不使用。

村 子 里， 南 珠 一 年 建 了 佛 塔

二十几座。他说，对于藏族信众来

说，佛塔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具有

威慑力量，是能够压制邪恶力量的

神圣之物，“有时，佛塔的作用比

那些硬梆梆的标语强多了。”他说。

1993 年，南珠从迪庆松赞林寺

下面的佛学院毕业，第二年便进入

直贡噶举强久林佛学院继续深造，

并一待就是 11 年。2004 年，南珠

堪布回到了来远寺。

来远寺就在巴珠村的对面，一

山之隔，南珠堪布便时常回到村子

里，跟村民们讲佛法，并用他们熟

知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讲授如何爱护

森林里的鸟类，如何不破坏草地。

挖松茸的季节到了，村民们要

上山采挖松茸。南珠堪布为大家念

经，祝福丰收。松茸的价格水涨船

高，是当地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采挖松茸会挖出一个个坑，破坏

土壤植被，这是藏区新出现的环境

危机。南珠堪布告诫大家，挖过松

茸后，一定要把挖走的土回填，既

不破坏土壤，又保证来年有好收成。

在村里，和蔼可敬的南珠堪

布大小活动都和大家商量，也听

取各方建议。NGO 在当地搞环保

教育项目初始阶段，不少村民处

于迷茫状态。堪布出面参与活动，

以讲经的形式给村民讲解。“修

行成佛，目的是为了众生。情的

世界和器的世界，都要和谐。人

和外界的可持续性就是在修行自

己的一生，甚至是更好的来世，

首先发心是好的，要运用智慧来

进行生活。”

来远寺自从建立佛学院后，

南珠堪布就开始在佛学院周边种

果树、种蔬菜，提倡小喇嘛吃素，

提倡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南珠堪布认为，藏传佛教文

化理念及方式对于巴珠环境保护

有积极的帮助，“人可以将自身

内在的禅定体验与佛法理念，应

用实践到一种关爱心灵与动物、

环境的生活方法中。”

一直以来南珠堪布以慈悲心

引导和梳理村民的观念、意识，

村民也意识到破坏自然环境会造

成怎样的恶果，并将“环保”与“慈

悲”相关联，进一步呈现环保的

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将自己

定位为一个自然人，基本的衣食

住行实在所需无多。我们的痛苦

与快乐都是来自心的感觉。所以，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心灵的作用，

正是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改

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保

能否见效，关键就在于我们以什

么样的心态对待自然。”

文 /《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余建平

贡秋南珠 神山下的生态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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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 A8L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文 /《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

张颖溢说，自己进入 NGO 是比较巧合的事。

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读博

士期间，张颖溢一直待在广西做白头叶猴的野

外研究和保护。2002 年毕业的时候，她有两个

方向选择：要么出国做研究，要么留下来做保护。

当时，正好有一个国际 NGO 在“招兵买马”，

找到她时，她只知道对方是全球有名的机构，

但 NGO 究竟是什么她却并不清楚。

“当时也没多想就进了这一行”，可进了

这一行以后，张颖溢发现，自己原来竟然可以

两方面兼得——“我们拉着一帮科学家，出资

做一些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而且能够实际

解决一些问题。”

2009 年，张颖溢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

(Fauna&FloraInternational，FFI) 的首席代表。从

张颖溢 
国际NGO
本土化的探索者

那时开始，她就在走一条国际 NGO 本土化的探

索道路，“从国际视野来讲，国际社会可能关注

的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但中国还有很多环境问题

是我们自己需要加以关注的。”

2014 年，张颖溢联合一些专家、学者、志愿

者及自然爱好者，成立“美境自然”（广西生物

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并在广西林业厅的支

持下注册成为省一级的社团。

美境自然成立后，也在明确自己的战略。作

为创始人，张颖溢将社区保护地作为一个重要的

工作方向，以社区保护地网络的形式来保护整个

桂西南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因为那一片是具有

国际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那个区域

是一片石灰岩山地，有很多该地区特有的动植物，

有好多都是全球极度濒危的物种。同时，这个区

域是一个少数民族（壮族）的生活区，历史上长

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里，而且他们跟当地的自

然、生态、地理环境早就融合在一起，它并不是

一片荒野，人们早就跟它形成一种长久的关系。”

1992 年国际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可持续地利用。张颖溢说，保

护并不是指“你不能用”，而是“你要可持续地

利用”，不仅这一代能用，未来的世世代代都能用，

这就是可持续的含义。

涉及到一个村庄，张颖溢认为，不是说简单

的把山林里的猴子保护下来，而是说我们怎么能

又让这些猴子和山林保存下来，让山林持续发挥

它的功能，比如提供水源、减少自然灾害、为村

庄提供美丽的风景，而且老百姓的

生活还能不断地过得更好。她说，

这才是做社区保护地工作最重心的

地方。

张颖溢介绍，美境自然在做项

目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

她强调，环境问题背后，其实都是

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具体到一个

村庄，比如广西渠楠，“在最开始

时我们会去评估这个村庄如果要推

动可持续发展，他们会面临一些什

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通过开展一些

活动来逐步应对这些问题。”刚进

入渠楠时，张颖溢发现村庄赌博的

现象很严重，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也很贫乏，“但实际上壮族的村庄

应该有很多的民族节日啊”，她有

些不解。

张颖溢关注的还有孩子。撤点

并校以后，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学开

始就要到镇上去上学，周末才能回

家，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比较疏

离。“我们刚进这个村子时就发生

了一个事件，一帮十几岁的少年偷

看女孩子洗澡，被大人们抓起来严

加斥责，当时这件事在村子里闹得

挺大。这件事说明父母对孩子的教

育也是有问题的。”

针对渠楠的这些问题，美境自

然引用了“自然教育基地”这个抓手。

渠楠的自然条件很好，村民们一开

始本想做旅游。但是张颖溢就跟他

们说：“这个地方在交通条件和旅

游开发上缺的比较多，因为做旅游，

就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

也容易造成破坏，干脆我们就做自

然教育吧，由我们招募人过来，你

们可以搞接待、做导赏以及后勤的

工作，然后可以从中受益。”

张颖溢觉得，做自然教育，人

数是可控的，行为也是可控的，不

像做旅游，游客来就是“上帝”，

“人家要吃个野生动物你是不是也

得给他逮？”她说，如果人家是来

接受教育和体验的，完全可以通过

自然教育逐步影响大家。屯委的人

其实也知道村庄的问题所在，他们

也希望借着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丰

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改善对孩

子的教育，也完善他们内部的决策，

实际上是把村子里各个利益群体都

调动起来。

目前，美境自然在广西重点

支持了 7 个社区保护地，这些社区

拥有白头叶猴、黑叶猴、苏铁、广

西青梅等国际上公认的濒危动植物

种。除此之外，他们还成立了广西

社区保护地联盟，联盟内设有十几

个其他保护类型的保护小区。

张颖溢说，挑选这些村庄作为

社区保护地的标准，首先就是物种

的受威胁程度，“越濒危的，我们

就越关注”；其次是看村庄的意愿，

也就是看村民是否愿意将他们的集

体林可持续地利用，长久地保存，

“看他们的愿望是否强烈，看他们

的心齐不齐，看他们的凝聚力强不

强”；还有一个标准，是张颖溢想

要强调的，那就是政府的参与，“我

们会看这个社区所在的政府部门，

他们有多大的积极性，愿意去支持，

也愿意来参与，因为这涉及到要对

这些社区保护地给予政府认可。”

让张颖溢感受最深的是，他

们在跟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也在不

断地影响政府。“一开始时，他们

并不是很了解社区保护地到底是什

么，好多人就想着，这不就是小型

保护区吗？而对于自己的角色也不

太了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

实际上是拉着他们一块儿做的。比

如我们带着村子里的人去考察学

习，通常也会带着政府部门的人，也

会带着他们去思考政府部门应该起到

什么作用。我觉得，既然村子是主体，

那政府部门应该是监管的角色，就是

说，你做得好，我给你这块牌子；你

做得不好，我可以摘牌啊。”

张颖溢觉得，NGO 只是一个外部

的支持机构，其工作的可持续性容易

受到资金等的影响。“但是政府部门

肯定可以啊，因为这些社区保护地所

拥有的物种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无论在不在保护区内，政府都有职责

要管。”

在张颖溢看来，社区保护地虽是

一个外来的概念，但是“村民自己保

护自己的家园”这样一个理念，在中

国其实并不陌生。比如西藏的神山圣

湖，南方的风水林，都是以社区为主

体，出于信仰也好，出于现实的好处

也好，村民自己在保护，“这其实就

是社区保护地”，她说。在藏区，村

民会说谁要不遵守某种规矩了，家里

会遭受变故。从科学道理讲，很难说

清这个逻辑。这是靠习俗、约定，在

一个以血缘和家族为纽带的小社会里

来约束人的行为。张颖溢认为，这套

系统在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你真

的要让村民按照保护区的管理来管的

话，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而这套传

统系统是成本最低，但效果很好的路

子，而且是可持续的。政府要建一个

保护区，要投入多少资金。但如果我

们能够动员村子自己去保护自己的家

园，成本相对低得多。”

张颖溢认为，在广西，政府为什

么愿意支持社区保护地，就是因为政

府看到了这样的好处。“政府建保护

区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而搞社区

保护地的话，村民日常巡护频率有多

高，他们天天都在地里干活儿，几百

双眼睛还不如十几双眼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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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宣宏宇 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郭军华

雪域上原始拙朴的
尼西黑陶

尼西黑陶的魅力在于其着黝黑厚重的原始美，朴素、简练生动、充满韵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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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陶历史，民间的制陶工艺已世

代相传两千多年，尼西黑陶享誉滇

西北及全藏区，在中国黑陶艺术中

独具一格。距离香格里拉县城 30

公里处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

汤堆村，这里隶属于香格里拉县尼

西乡，曾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

在这里不仅保留着古朴的藏族民风

和诱人的古老情舞，还传承着有两

千多年历史的民间黑陶制作工艺。

如果说香格里拉的尼西乡以黑陶著

称的话，那尼西黑陶又以汤堆村为

代表。

尼西黑陶大方美观，它烹饪出

的食物有着现代化的炊具所无法提

供的地道的泥土味。如今它享誉滇

西北及全藏区，在我国黑陶艺术中

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尼西黑陶是尼

西藏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有酥油茶罐、炭火盆、藏八宝（一

种挂在墙上的装饰品）、鸽子壶等，

而最常用且广为人知的是形状扁圆

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再也找

不出哪一种手工艺能像制陶术那样

与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如此古老，

标识着文明的滥觞；它是如此普遍，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约而同地从它

开始；它是如此年轻，即便是在数

字信息技术横扫一切的今天，它的

魅力依然有增无减；它是如此独特，

虽然都是泥与火的试炼，却总是以

千差万别的面貌呈现出它所植根的

那方水土的风情以及生长于其中的

那方人的性格。如果说眼睛是心灵

的窗户，那么或可以说陶就是一个

民族、一个地方的文化缩影。

香格里拉尼西乡汤堆村的藏民

生活在湛蓝的天空下，倚靠着雪白

的山峰，制作着黝黑的陶器，这些

陶器被称为藏族土陶，也叫藏族黑

陶，今天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

尼西黑陶。尼西是云南省香格里拉

县的一个藏族乡，是旧时茶马古道

的必经之路，在这里一直有着悠久

组图：尼西汤堆

村旧时曾是茶马

古道上的一个村

落，这里拥有悠

久的制陶史，制

陶工艺世代相传。

尼西黑陶享誉滇

西北及全藏区，

在中国黑陶艺术

中独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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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尼西黑陶的制

作工艺千百年未有

太大变化，原料来自

当地特有的红色黏

土和白色沙土以及

汤满河的风化沙石

研磨而成的石粉。

的黑陶锅，用它炖出的鸡，味道鲜美，堪称佳肴！

黑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至今已有

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黑陶诞生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

期，距今已四千多年，是黄河中下游原始文化的杰作。

中国黑陶的制作工艺比原始彩陶更纯熟、精致、细腻

和独特，早在约 2000 年前中国黑陶已达到与瓷器相媲

美的工艺程度。黑陶所呈现的纯净黑色，是以独特的

无釉无彩碳化窑变的古老工艺烧制而成的。

作为藏族文化的一个象征，黑陶制品在藏族聚居

区被广泛地使用着。目前尼西黑陶制品的品种有 100

多种。从用途上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世代相传，

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传统日用器皿 ; 第二类是佛事、

宗教用品;第三类则是手工艺人根据现代审美的需求，

结合传统工艺设计制作的新品种。两千年来，藏族的

民间艺人孜孜不倦地用双手打磨着黝黑色的陶土作品，

传承着本民族悠远的黑陶文化。

尼西黑陶从采集陶土到陶品的问世大约需要一个

月。其原料取自当地特有的红色黏土和白色砂土以及汤满河的风化

沙石研磨的石粉混合而成，在制泥之前，需要把采好的红土与白土

分别装袋，按比例混合后晒晾，然后用陶棰“腊土”敲击土块，使

之细碎，于筛细后堆成圆堆状，往沙堆倒入水后，迅速用双手搅拌

沙堆，取搅拌好的沙泥揉搓成圆状陶土，用塑料布裹好备用。每年

二三月份，工匠们会去两公里外的山上取土。取来的土被敲碎并反

复筛选至粉末状细土，便装袋保存，供全年使用。目前，汤堆村 180

余户中约有 80 户从事黑陶制作，制品有 100 多个品种，大部分是生

活必需品，如炖煮肉类的土锅、酥油茶壶、土奶瓶等。目前，每年

从这里销售出的黑陶制品有两万多件。除了在云南的香格里拉、德钦、

丽江，西藏的芒康、左贡和四川的稻城、德荣等藏族聚居区畅销以外，

这些黑陶制品在中国其他省市也颇受欢迎，甚至远销国外。

尼西黑陶的制作工艺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制陶工匠们从不

使用现代技术，仅仅一套自制的木头工具、一方木案，和几片木板底

座，就是他们所有的生产工具。黑陶制品的成型采用盘筑法，用粘

土一片片粘成，就算是圆形器皿，也不借助电动转轮。首先，取来

揉拌均匀的陶土，用木拍拍打成条状后置于基座上；然后，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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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器物用手捏制成大体轮廓；最后，磨

光内外器壁和沿口，镶嵌白瓷片，并于其上

刻绘图案。经阴干后进行堆烧：以两根木柴

并排放为一组，依次摆放大小陶器于底架上，

再把木柴直立插入柴堆空隙及外围，木柴堆

架中间留出气孔；备锯木灰一堆，先堆在柴

堆附近；同时，在堆放的木柴、陶器四周均

匀摆放一圈易燃的栗树枝叶，准备完成后以

刨花引火，点燃柴堆边缘，火势由外及里燃烧，

在燃烧过程中，不断在柴堆周围添加苹果枝、

栗树枝以助燃烧，并不断用长木棍戳火堆以

透气，待木柴燃尽则陶器就烧好了，燃烧时

间大约 20 分钟。

待柴堆燃尽，则手握长棍戳挑被烧制过

的陶器迅速至旁边堆放的锯木灰上，用铁锄

帮助埋于锯木灰当中，陶器颜色随即变黑。

埋陶器具 10 分钟后，以木棍扒开灰堆，再把

埋烧的陶器一一翻身，然后继续埋放。在埋

陶过程中要以长木棍不断戳灰堆以透气。埋

陶15分钟后，把埋在灰堆里的陶器一一挑出，

组图：待工匠用粘土一

片片捏制陶土器皿，磨

光器壁和沿口，嵌上白

瓷片，刻图案，阴干之

后，用最原始的堆柴进

行烧制。

摆放地上冷却约 5 分钟后，迅速用松叶蘸滚烫的酸奶渣

水或米汤水在烧埋好的陶器内壁刷一圈，以防渗漏。烧

制好的黑陶还只是半成品，还需经过打磨与清洁才能最

终完成。

尼西黑陶的魅力在于其黝黑厚重的原始美，朴素、

简练生动充满韵律感。原始的制作方式和藏族民族性格

中的粗犷、朴素的特点相辉映；纹样随形制作，以简练、

生动的形式捕捉生活中常见的形象，颇富意味，有欢快

的游鱼、张着嘴的鸡、盘旋舞动的蛇、瞪着圆眼珠的牛、

麒麟和呲牙咧嘴的兽面形象，也有夸张的花卉和植物叶

片纹样。这些装饰纹样都来源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

动物的生动表情流露着人格化的感情，通过抽象的形式

美感表达藏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佛教的虔诚。

尼西黑陶的黑，黑得纯净，一如藏民心中的信仰，

以及香格里拉的天空、气息、雪山……制陶就像诵经，

心无旁骛地拍、打、切、削着陶泥，而器物则在如此宁

静的过程中渐渐成型，天与人、道与器、神与形的关系

因此澄明无蔽。堆烧是化泥成陶的最后蜕变，锯木灰不

像窑炉里的烟雾那样飘渺，而是紧贴

表面，渗透坯体，刻骨铭心，表里如一。

尼西黑陶的工艺是原始的，原始

意味着自然，其形式与内涵植根于香

格里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藏民族特殊

的民俗文化，正是因为特殊的自然、

人文条件，作为中华陶瓷文化一部分

的尼西黑陶才有了卓尔不群的艺术魅

力，它映射着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

部分的藏文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它

从未脱离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暗示着

陶文化的原初意味，经由朴素的实用

功能唤醒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记忆，

这大概正是它无须粉饰的强大感染力

之所在！此外，尼西黑陶的持久生命

力也再次确证了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面对现代社会对效率的线性追求，朴

拙的手工更像是一种生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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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桓仁的波涛
文/甲乙 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 /《航空画报》

枫叶谷中彩林如火，缤纷绚烂，潺潺溪水在青苔乱石中流淌，游客不禁驻足留影。

苍穹之下，群山如浪。此刻，我盘坐于俯瞰众峰的桓仁老秃顶子山之上，垂注

茫茫大野。铁色天空是为一块冲浪板，让我有随之飞腾的冲浪心。秋季高风横

越，阵阵秋冬之云随势而至。远者漫漫，近者浑然。晦明天地，亘古流今。

一个如此疏离的时刻，确乎梦境的重叠翻涌。这不只是记忆的画面，而是某种

自然意志的图示。我心附着于自然造化，在瞬息间耽于这高处。我对自己发布

箴言。重山萦萦回音，丘壑倏忽远逝——恰能对应行旅者的心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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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红枫顶白雪

皑皑，登高纵目一

望，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

右图：廻龙湖上赏

两岸峭壁上的色彩

斑斓。

十岁以前，我在辽西小镇大虎山生活。除了镇子北边一脉

小山，这里基本属于平原地域。以我童年的视野，不可能看到

更远的地方，我甚或从未想到和辽西对应的还有辽东，更没有

想到群山环抱、神秘瑰丽的桓仁。以后多年生存在长江流域的我，

也从不知晓桓仁。

初入桓仁便成为一场想象中无法定局的智力游戏。心神开

敞得是一曲信天游。近午的公路如一条长长的流水线，被波浪

般的阳光，和同样呈波浪状的山阴云影烘托、剪切。它的坡度

肉眼甚至很难识辨，倒是坐车稍稍的颠簸，显示了一种丘陵溪

水般的节奏。

在这样明媚的时刻，视界中是襟怀袒露的丘岗逶迤。洪荒

山野中，有一座巨舰般山峰拱起，前倾，紧接着其侧翼直向山

谷俯冲。谷壑的深度随之被无限拉长，倚靠谷坡起势的山林草丛，

以一派烈焰秋红为旗帜，又佐以金棕、紫红、铬黄、铜绿等季

节色带，于是由近及远地迭起对应天空的簇簇浪花。看上去天

公正往大地泼彩涂浪，一会是黄，一会为红，而且并未加以调和。

那些色性分明的大块彩画，把山野的美感表现得无与伦比。

这个季节如潮汐铺天盖地，昼与夜的交响在山脉之上跳荡。

在接下来更多一掠而过的瞬间，脑海中不断印上闪烁即逝

的山林图景。我从车窗观望远山，让空间距离淡化速度的逼迫。

山之家族布列云天之下，高低错落，跌宕起伏。这让我突发奇想，

大约天地初创之时，有一位大力神挥动开山巨斧，各色山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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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枫林谷几乎包

含了红与黄的所有色

系，从朱红、大红、

深红、褐红等，到柠

檬黄、深黄、藤黄……

如同暖阳流霞。

由他的大斧劈成，想此公豪情傲然，动如疾

风闪电。大斧落处山山切面不同，高低有别；

雄大或微小，圆浑或陡峭，全在这位大神的

即兴作为。而山水就此随势涌流，缓坡处悠然，

陡峭处湍急。

悠悠荡荡的山野沿公路两边展开，左侧

是逆光下的山林，右边山麓则阳光直射，光

影陆离。大山环抱小山，近山挽联远岭。山

山秋色炽烈，但色调又有差异。这多半是山

林走向和树种类别的不同所致。地表上层叠

的落叶也会绝妙有别，这要看它们出自哪片

山坡林地。如这块地的落叶呈一片金色，另

一处或许就是一地银晖，二者重合处则是金

银叠加。有整面山坡正被阳光斜照，树冠上

炊烟错杂的屯落依托着大路。有古老的村树和金

黄的草垛，还有光影斑驳的村居屋场，圈养禽畜

的木栅栏。正在屋脊、坝堰晾晒的老玉米，通身

是阳光的金橙之色。收获后的水田稻茬成行，季

节之余的残水倒映天空。瘦削的田埂宛如一条细

浪，和逶迤的远山遥遥牵曳。它们似在共同挽留

掠过天际的天彩，使其心存思念，欲奔不能。岁

月孕育，乡魂不息。村庄总让我怀有最亲切的情感。

相形之下，深秋的枫林谷可称得上是对季节

的推波助澜。这是一场大自然的嘉年华。日月风云、

雨雾冰霜等一众豪雄，都将登上金碧辉煌的舞台，

其壮和声汇成漫卷的波涛。

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旅人，也是跃跃欲试的

寻觅者。从进入山谷那刻起，我的目光即不由自

主地随着山道高下盘旋，如同蜜蜂穿行在金

色的蜜汁中，身心沐浴到一种温馨的甜美。

随着双脚不断走到更高处，秋之芬芳始终如

影随形，飘然而上，溢满山林。

秋的注视无处不在，幽浮于天空闪闪透

亮。山野景物色彩瑰丽，体貌丰腴，但并不

眩目刺眼。沿山谷向上或向下，都在经历暖

阳的温厚照拂。它让你满心喜悦却一点也不

为难，这跟炎暑盛夏完全是两回事。

此时，如果你大胆对视穿透树丛的暖

阳，你会明晰秋林和阳光有着多么密切的血

脉关系！阳光如同飞箭刺中你，一团金黄的

光束包裹了你，你感觉额头一下子光点闪烁

了。同样，即使偶或云层沉积，天光黯淡，

似有无数金鸟跳跃飞翔。此刻即使闭上眼睛，余

光也是形色闪耀。

于是目光和思绪就如风筝，长久在秋山红林

间翩飞。近午的云，久久逗留于秋野上空。山的

轮廓曲线在天际起伏不定，光影有一层熏熏然的

日晕感。山影叠印在车窗上，又不断向后倒去，

现出水样的长波纹。连续几面岭坡的白桦林，银

色枝干对应着烟色的天空。枝头寥寥，叶落殆尽，

更显出它们褪去衣装的修长，优雅形状如芭蕾

课堂的少女。还有一种白松，外形扬开如伞，以

千百株成群结队，有序地漫山排列。在逆向阳光下，

通体镶上亮边——陈列眼前的仿佛一幅巨大的屏

风秋景。光影流泻闪烁，而图景则呈浮雕式的静态。

山群之间偶有一闪即逝的平畈田园。房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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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军第一师一连连部遗址遮

蔽在冰壶沟里层叠相掩的

秋红中。

右图：望天洞目前已发现

五千多米，洞内石林、城墙、

雪莲、冰川、喷泉、瀑布、

暗河等溶洞景观无所不包，

极具奇、特、险。

林的点点金红。同样，在橘红或棕红的秋林间，

不时也会披露出更深幽处青绿的草影。还有一

种树，墨绿色的圆形大叶子，给季节的紫铜色

一点点镶嵌，由少而多，层层斑斑，直到覆尽

底色。这些画面美得让我心跳加速，让我魂飞

天外。

随着山野大地的色相日趋浓郁如金，天空

也给映带得暖洋洋，云朵不知不觉间印上金色

的淡影。林海一派金晖，地面也镀上金色。

以前我爱把浓烈的秋景喻之为“醉红”。

秀色下酒，品秋亦醉。秋叶的祥瑞之色，让我

喜悦莫名，甚或几分亢奋。老旧的记忆给秋色

擦亮，许多往事复现在秋林的影像中。但山野

只是彤红一片，顶多算作浓墨重彩，尚不算至

红枫似乎仍能内生出一种明亮，一种让你心境灿

然的东西。以此，人性与山灵，枫红和流云，生

机圆融，结为一体。

如果此时乘上一朵霞云，掠过形色如同朵朵

火焰的秋林梢头，会看到若隐若现的巨石似老僧

入定，还有层出不穷翻覆如海的丘壑间，草木蒿

莱泛起的一片暖阳流霞之色。此时你会忘怀一切

琐屑，在瞬间融入自然本源，这感觉堪比神仙。

在山间行走，秋林总在视野中挪移。一个画

面的前景，几片由黄渐红的叶子跃然天际。我驻

步观望一匹极美的多角枫叶，叶面正反镂金镀银，

轮廓楚楚风华。日光透过叶背，反照出筋脉血色，

真是动人心弦。日光对于季节的魔术，简直妙不

可言，使得山野色彩层出不穷。朱红、大红、深红、

褐红等为一条色彩链，然后是柠檬黄、深黄、藤黄，

再到石绿、草绿、橄榄绿等。最终都可归结到金红、

金黄或宝石绿的色系。这算是另一种量级的“姹

紫嫣红”？黄和绿的相互点缀常常是极好配搭，

给绿色烘托的黄，显得典雅高贵。这种色彩效果

即是所谓“金碧”？

有一树叶，黄得富丽堂皇，但即或黄到极致

也不会转红，而在它的叶枝缝隙，却透出后面枫

美。因而还会有广阔无垠的大蓝天，和黛玉般的山

涧溪流相佐倚。再加上晨曦暮霭的云蒸霞蔚，这样

的风景组合才算完美吧。至于映衬在山林中的老藤

黄花，则更让秋色平添别样意味。

一阵山风摇落浪花般的落叶，倏然大野，遍地

碎金。一枚有缘之叶掉落头上，像长辈轻摩颅顶，

让心身猛可间醒来。山坡上的新旧落叶，层片掩覆，

这也是轮回的后浪推前浪。

随后穿过一片老林。树干枝叶渐疏，坚挺硬朗。

它们三五环拥，状如兄弟。枝干或疏或密，各自伸

展又相互揖让，展示交织错落的共存之道。树冠已

由夏日的厚重变为晚秋的轻灵，于是愈发无所羁绊，

自由舒曼。

一棵古树倾而不伏，身上的结疤像上古贵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