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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力平

不经意间， 已近深秋， 又到了层林尽染
的时节。

久居北京， 久居香山， 对故乡金秋的记
忆， 莫过于秋日的景色了。

香山以红叶驰名， 而北京的秋天有 “七
分秋色在香山” 之说。 早在780多年前， 金
代诗人周昂就有 “山林朝市两茫然， 红叶黄
花自一川 ” 的诗句描写香山红叶壮观的景
象。 清代乾隆皇帝在观赏了美丽的秋叶后欣
然写到 ： “深秋霜老 ， 丹黄朱翠 ， 幻色炫
采， 夕阳返射。”

金秋的香山红叶， 能使人品出秋的热烈
和温馨， 看到秋的秀丽与壮观。 山上十万株
黄栌树叶换丹红， 层林尽染， 一派 “霜叶红
于二月花” 的绮丽景象。

香山也是离京城较近的登高好去处。 登
高的最佳之处是香山的最高峰———香炉峰。
站在山顶， 可览京城之全貌， 远处是峰峦叠
嶂的太行， 千林红树， 一片秀丽。 近看， 满
眼殷红， 每一片红叶都很薄， 像是透明的，
叶脉清晰可见， 宛如晶莹剃透的红玻璃， 美
的晃眼。 置身于此， 幻如在彩霞之中。

香山的银杏也是秋天的一景， 这里是北
京栽植银杏最早的地区之一 ， 每到仲秋季
节， 这里就成为欣赏秋色美景的好去处。 特
别是卧佛寺大殿东西两侧植有两株有着八百
余年历史的古银杏。 每当金秋时节， 银杏树
美丽的扇形叶片先变成柠檬色， 再变成明黄
色， 通体明媚， 尽管没有红叶般鲜艳， 但在
阳光的映照下， 却显得格外绚丽。 它们如两
把硕大的 “黄罗伞”， 为古刹撑出一片浓荫。
而走进静宜园 （香山公园） 北门， 沿着湖边
小路右拐， 便到了园林深处， 几棵高大参天
的树木马上映入眼帘。 黄得亮眼的叶子在周
围松树的环绕下显得格外的醒目， 一阵微风
吹来， 散落下几片树叶， 低头一看， 地上早
已是金黄一片了。

叶零落之际， 正是秋雨酣畅之时。 雨打
在殿宇顶上， 打在落叶上， 打在山路的石板
上， 别有一番意境。 山林里是静穆的世界，
襟袖间是泥土的气息。 流连在这绿色的世界
里 ， 徜佯在这充满诗意的季节中 。 此情此
景， 很自然地在心头凝成一抹对秋的欢愉。

故乡的秋， 斑斓而独具魅力的色彩， 天
高云淡， 满眼都是难得一见的蓝色， 那是其
他季节模拟不出的深邃。

最忆香山之秋色，最美香山之秋韵，久居
的人，久居的心，久居的爱恋，久居的情愫。

香山是故乡， 她不仅仅是北京的一处景
观， 更是北京的一张名片。 秋日那满山的红
霞， 向人们展示着故乡的美丽。

□申功晶 文/图

秋韵乡情

坝上金秋，天然油画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呆久了， 想外出放飞一
下， 看到电视里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
牛羊” 的大草原， 心向往不已， 甚至渴望匍匐在
草地上和大自然亲吻、 拥抱， 于是， 听从内心的
召唤， 来到乌兰布统大草原。 乌兰布统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部， 曾是清朝皇
家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篝火晚会， 风情满满

从承德到坝上车行5小时，到了
坝上，夜幕降临，好客的蒙古族小伙
子给每一位远方的来客献上一条洁
白的哈达，以示问候祝福，还为团队
里年龄最长的老者敬上了一碗马奶
酒，祝老爷子福寿安康。 草原的夜晚
篝火熊熊，想在遥远的部落社会，草
原人战场获胜或打猎满载而归 ，为
了互相庆贺，围着篝火烤熟食物、载
歌载舞， 这种古老的习俗延续了几
千年， 成了今天的篝火晚会。 牧民
在广场用木杆搭成支架， 由远方客
人点燃篝火， 随着悠扬的马头琴 ，
蒙古族少女翩翩起舞， 客人们喝着
醇香的马奶酒， 品尝风味十足的手
把肉、 达里湖鱼……当然， 来草原
不可不品尝的是烤全羊， 这可是成
吉思汗铁木真最爱的一道蒙古佳
肴， 原始的烤全羊， 是一整只羔羊
在火上左右翻转， 直至油亮喷香 ，
外焦里嫩就可用刀割来吃， 不加任
何调料， 满嘴流油， 却有一股天然
纯朴的羊肉香。

异域风光， 坝上秋色醉人

第二天清早， 我们包了一辆越
野车，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 总想
听听你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毡房，
总想举举你的酒樽， 我和草原有个
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当
车伴随着歌声驰入梦寐以求的大草
原，视线也开始辽阔起来：雄浑粗犷
的山脉、高低起伏的丘陵、 高耸苍穹
的白桦林……成群结队的绵羊 、黄
白相间的奶牛、 忠心耿耿的牧羊犬
……司机告诉我们，较之一望无垠，
360度无死角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乌
兰布统草原呈丘陵和平原相互交
错 、 森林与草原有机结合的特色 ，
有草原、 湖泊、 丘陵、 森林多种地
貌， 大有 “天似穹庐 ， 笼盖四野 。
天苍苍 、 野茫茫 ， 风吹草低见牛
羊” 的北国意境。

五彩山是坝上赏秋的主要景点

之一， 在霜冻作用下， 山上不同树
种因御寒能力不同而呈现出松柏的
绿、 白桦的黄、 杨树的白、 枫叶的
红、 杏树的紫……名曰五彩， 岂止
五彩， 可谓姹紫嫣红 、 层林尽染 。
都说高原少水， 坝上有野鸭湖、 将
军泡子、 公主湖等天然湖泊， 最为
瞩目的是公主湖 ， 它本是沙漠甘
泉 ， 现在是坝上最大的天然湖泊 ，
那清澈平静的湖面宛如少女一双含
情脉脉的秋水， 相传康熙皇帝的爱
女蓝齐格格远嫁噶尔丹， 因此湖以
人名来纪念这位和亲公主。 白桦林
是深秋坝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徜
徉白桦林中 ， 仿佛走进了童话世
界， 它们一棵挨一棵 ， 手拉着手 ，
挺起笔直的脊梁霸气地插入云霄。

徜徉遗址， 金戈铁马成云烟

300多年前 ， 蒙古准噶尔部落
大汗噶尔丹长驱南进， 康熙皇帝率
军御驾亲征， 于乌兰布统大败噶尔
丹， 彻底消除了西北边患。 十二座
连营遗址是当年康熙的二哥裕亲王
福全时任抚远大将军， 在此安营扎
寨， 立营140座， 大将军本营12座，
故称 “十二座连营”； 1685年， 噶
尔丹率兵打到塞罕坝， 在将军泡子
布下骆驼阵， 一时间， 苍莽大草原
血流成河， 康熙的亲舅父佟国纲大
将军浴血沙场， 为国捐躯， 为纪念
这位铁骨铮铮 、 英勇无匹的大将
军， 康熙将其衣冠安葬于此， 赐名

“将军泡子”。
金戈铁马已成过眼云烟， 徜徉

遗址， 耳畔依稀呼啸起响彻天地的
厮杀， 眼前惊现起万马奔腾的狼烟
岁月。

在坝上， 一座山丘， 就是一处
丰碑遗址， 一汪湖泊， 就是一段美
丽传说， 水草丰美的公主湖是坝上
最美的天然湖泊， 相传， 蓝齐格格
为了国家利益， 牺牲个人幸福， 远
嫁噶尔丹， 为大战争取了时间， 看
着公主的雕像， 陡然滋生出一股昭
君出塞的悲怆。

天然油画， 俨然露天影棚

乌兰布统就像一卷流动的天然
油画， 尤其美在深秋， 是坝上摄影
的黄金季节。 无数摄影爱好者不远
千里来此， 凌晨三点不到爬到山坡
顶拍摄日出， 傍晚夕阳西下， 大大
小小 “长枪短炮 ” 架设在山坡顶
上， 占据着最佳摄影位置， 似乎一
场战斗即将打响。 影视家把这里当
作 “露天影棚”， 那高高的军队大
营辕门， 蒙古包式的中军大帐， 是
当年为拍摄 《康熙王朝》 乌兰布统
战役特意布置的场景 ， 近二十年
来， 这里曾拍摄过波澜壮阔的大型
历史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义》 《汉
武大帝》 《贞观长歌》 ……偶像言
情剧 《还珠格格 》， 武侠剧 《射雕
英雄传》， 火到爆的 《狼图腾 》 也
在此取景。

贴士攻略

美食 ： 烤全羊 、 沙棘果 、 奶
酪、 金莲花、 风干牛肉、 马奶酒

时节： 夏秋两季最适合出行
行 ： 租一辆越野车 ， 500元一

人一天， 司机带去精华景点
住宿： 酒店和蒙古包， 每个酒

店内都没有空调， 只有电热毯， 蒙
古包内没有独立卫生间

特色： 骑马、 穿上蒙古衣服摄
影留念、 拍摄日出日落、 观看万马
奔腾、 蒙古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