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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贤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青石小弄，木栅花窗，
廊棚傍溪，人家枕河，一幅幅江南水乡的经典画
面，在阳光抑或灯光下被演绎得清丽而雅致。踏
着南浔那平整光滑的青石板路，几乎可以听见
自己心跳的声音，此时河水般流逝的岁月和梦
里的记忆被真实地唤醒……

运河两岸是故乡

上善若水。水是江南水乡的命脉，也是南浔
古镇之魂。南浔因水得名，因水而居，因水而兴，
自然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
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云，水晶
晶的暮雨……”著名作家徐迟先生用了 66 个
“水晶晶”来描写他的家乡————南浔。

“一条运河千里长，运河两岸是故乡。杨柳桥
头依古塔，千村万落耕织忙……”浩浩荡荡荡荡的大
运河，穿过南浔全境。在其恢宏浩瀚的千里长卷
里，南浔书写着一段独步华夏、瑰玮奇绝的传奇。

2014 年 6月 22 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敲下木槌，中国大
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南浔段
荣膺世界文化遗产。南浔段具体包括“一点一
段”，一点指南浔镇历史文化街区，即南浔古镇；
一段指江南运河南浔段，即頔塘故道。南浔因此
成为中国首个整体列入世界遗产的江南古镇和
运河重镇。

开凿于西晋太康年间的頔塘，距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是历史上江南运河的“西线”，系
大运河的重要支线。时吴兴太守殷康筑堤岸，“障
西来诸水之横流，导往来之通道，旁溉田千顷。”
頔塘自湖州东门迎春桥经南浔至江苏平望莺脰
湖，全长 60 多公里，南浔区境内约 22 . 16公里，
是江南重要的交通航道、漕运通道和水利设施。
頔塘最早因此地多芦荻，故称“荻塘”，又名“吴兴
塘”“东塘”。唐贞元年间，湖州刺史于頔动员民工
大规模修筑，人民怀念其德，把“荻”字改为“頔”
字(两字同音)。此后历朝历代，頔塘经过多次重
修、增修，一直保持着通航功能。

700 多年前，元代著名诗人戴表元乘船从湖
州到南浔，被頔塘古运河如诗如画的风光所陶
醉，于是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

《东离湖州泊南浔》：“张帆出东郭，沽酒问南浔。
画屋芦花净，红桥柳树深。鱼艘寒满港，橘市书
成林。吾道真迂阔，浮家尚越吟。”明代韩奕《湖州
道中》诗云：“百里溪流见底清，苕花苹叶雨新晴。
南浔贾客舟中市，四塞人家水上耕。岸转青山红
树近，湖摇碧浪白鸥明。棹歌谁唱弯弯月，仿佛
吴侬子夜声。”这些诗歌都是对当时頔塘古运河
的生动写照。昔日的“荻塘帆影”为吴兴(湖州)十
景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影片《大李、小李和老
李》曾在此拍摄外景。如今，頔塘依然是南浔通往
湖州、上海的黄金水道，被誉为“东方小莱茵河”。

回首向来踏行处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南浔的先民就在这块
土地上耕种、渔猎、生息、繁衍。据镇南马腰洪城
村新石器时代的“洪城遗址”考证，该遗址是公
元前 210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奴隶主洪氏的土
城遗址，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属于马家浜文化。
吴、越两国之争时，南浔镇成了兵家眼中的“门

户”。北宋时，頔塘边已形成村落，因滨頔塘的支
流浔溪(现为南浔市河)，遂称浔溪。南宋时，由
于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遂称南林。至
南宋淳祐季年(1252)设官建镇，取南林、浔溪之
首字，改名南浔。此事在文园的镇史亭内，有块
石碑上有详尽记载。此时，南浔镇已是“水陆要
冲之地”“耕桑之富，甲于浙右”。明清以降，南浔
以其经济之强、文化之盛称雄江浙。

南浔镇历史上首次筑城是元末农民起义军
领袖张士诚攻陷苏州后，在此驻军囤粮，筑石
城，称“太尉城”。因而位于南浔南东街的广惠
宫，又称张王庙。明朝朱元璋登基以后，才拆南
浔城，修建苏州城。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时期，太
平天国军南浔守将在此筑土城，自称“小天京”，
但不久兵败城拆。

清初康熙年间，这个镇上发生了一件旷世
罕见的惨案：因南浔庄氏修编刻印《明史辑略》
一书，被人告发后，此案牵连人数越来越多，遂
成“清初第一大案”和清代最大的文字狱。除庄
氏、朱氏家属外，还有参与此案写序、校阅、刻
板、印刷、销售和购买的人，一些地方官吏也因
此被捕杀。据史料记载，在此案中被判处死刑的
达 70 多人，被流放的家属达数百人，最多时收
监人员有两千多人。位于南浔北栅的栅桩桥，就
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栅桩桥原名“杀庄桥”，后
人不忍“杀”字之气，便用南浔方言中与“杀”同
音的“栅”字易之。金庸《鹿鼎记》首篇即以庄氏
明史案开场。

庄家被满门抄斩后，住宅被夷为平地。到了
清末，“四象”首富刘镛的第三个儿子刘悌青请
了风水先生，问能否在此建宅。风水先生认为此
地虽佳，但血腥味太重，需要破解。于是，经风水
先生破解，刘悌青在 1905 年冬开始破土，1908
年建成此大宅。即刘氏梯号，俗称“红房子”，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11 年武昌起义不久，南浔发生了另一件
大事：11月 29 日，经浙江省政府都督同意，南
浔成立市，并选出市长，市政府下设民政、财政、
教育等科。但 3 天后，南浔设市因不合条例规
定而夭折。这历时 70 多小时的一段插曲在外
人和后人看来，似乎有点可笑，甚至荒诞。但真
正了解南浔的人却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诠释。孙
中山在写《建国大纲》时曾表过态，建国后南浔
成立特别市。

中国近代第一镇

1851 年，产于南浔的辑里丝(又名辑里湖
丝)荣获伦敦首届世博会金奖，成为中国第一个
获得世界大奖的民族品牌，从此辑里丝更销行
海外。近代，南浔人抓住上海开埠的契机，贩丝
沪上，大力发展生丝外贸，从而形成了以“四象
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
商群体(史称“浔商”)。南浔民间说法，财产达千
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
过千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一百万两白银以上
不达五百万者则譬之曰“狗”。他们的财产总额
相当于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可谓富可敌
国。当时俗语有云：“湖州一个城，不如南浔半个
镇”。古镇因此号称“中国近代第一镇”。

明清时，通津桥畔是“辑里丝”的集散中心。
桥南有一条小街，名曰“丝行埭”，当初街上开满
了大大小小的丝经行，素有“丝市”之称。“丝行
埭”之名沿用至今。早在清道光年间，辑里村温
丰在《南浔丝市行》中写道：“蚕丝乍罢丝市起，
乡人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言万语聋
人耳。纸牌高扬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
清朝刑典诗：“万户周遭见，千艘百夜通。”曹仁
虎《浔溪竹枝》诗里也有“听到今年丝价好，通津
桥口贩船多”的描述。这就是当时通津桥头“丝
市”之盛况。

南浔辑里丝之名即以村名命名。辑里，亦名
七里。据周庆云《南浔志》载：“辑里村居民数百
家，市廛栉比，农人栽桑育蚕，产丝最著，名甲天
下，海禁既开，逐行销欧美各国，曰辑里湖丝。”浔
溪世家明相国朱国祯(当朝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
学士)在他的《涌幢小品》中写道：“湖丝唯七里尤
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其地去余镇(南
宋)仅七里故以名。”辑里丝生产系农家手工操
作，是由千百户小农户生产出来的，具有“细、圆、
匀、坚”和“白、净、柔、韧”的特点。南浔辑里丝之
质量，其所以能明显优越于他地，这与当地自然
条件之优良，农人缫丝技术之高超，培育蚕种之

精心，选择制丝用水之讲究诸因素密切相关。
“绿榆低映水边门，菱叶莲花数涨痕。苕霅风

光夸四月，缫车声递一村村。做丝花落做丝忙，
尽日南风麦弄黄。村里剪刀声乍断，又看二叶绿
墙桑。”读此诗句，一片蚕乡兴旺景象尽收眼底。

庭院深深深几许

近代的“西风东渐”，使南浔的建筑折射出
五彩斑斓的“中西合璧”色彩，既有东方传统的
遗韵，又有西方新潮的风采。无论是小莲庄的东
升阁，还是刘氏悌号红房子；无论是张石铭旧
宅，还是张静江故居，都表现出中西文化碰撞交
融的鲜明特点，其精度和密度，在江南古镇中独
一无二，其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1936 年的中国园林界经典著作《江南园林志》
云：“南宋以来，园林之胜，首推四州，即湖、杭、
苏、扬。而以湖州、杭州为尤。然湖州园林，实萃
于南浔。”

位于古镇西南万古桥西、鹧鸪湖畔的小莲
庄，又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光禄大
夫刘镛的私家花园，故又称“刘园”。因元代著名
书画家赵孟頫，曾在湖州建有莲花庄，刘镛追慕
赵氏的文采，也在家园中补植花柳，重栽荷花，
将其园命名为“小莲庄”。花园的西部，为昔日刘
氏家庙，庙外矗立着两座青石牌坊，一座称“乐
善好施”，另一座为“钦旌节孝”。“乐善好施”为
刘氏家风，刘镛恒谓人曰：“人以好施目我，夫吾
固惧多财之为害，而施之禳之也。”“钦旌节孝”
坊为旌表刘安澜夫人邱氏所建。当时邱家也是
南浔富户，安澜以 29岁英年而逝，邱氏恪守妇
道，未曾改嫁。

颖园是南浔俗称“八牛”之一清代陈熊的住
宅花园，位于皇御河畔，占地 11 . 07 亩。它始建
于清同治元年(1862)，经 13 年，于光绪元年
(1875)落成。皇御河是河名，也是地名，地因河
得名。据镇志记载，“御河，在东栅下塘，俗名皇
御河，状若沟渠，前后皆活水，虽旱不涸，前通运
河，后通东南之水道。”据“老南浔”回忆，传说乾
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驾船路过此河，故得其名。
其实皇御河的名称由来已无法查考。清道光十
六年范锴《浔溪纪事诗》中有一首怀古诗：“钟敲
野寺留神马，春到梅林说异蛇，赢得居人长叹
息，御河愁照月痕斜。”诗中包含着三个故事，都
与皇御河有关。其中“愁照御河”说的是高宗南
渡经南浔时曾驾船过黄泥河，故将黄泥河改名
皇御河。皇御河的传奇色彩，无疑也给陈氏颖园
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石铭旧宅，又名
懿德堂，位于古镇南西街。因张石铭父亲早逝，
母亲持家，尊而顾名。前临古浔溪，坐西朝东，占
地 5135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6137 平方米，有五
落四进和中、西式各式楼房 244间。是一座中西
合璧的明清经典建筑，被称为江南第一巨宅。其
门楼上的砖雕，飞檐勾角，以及走道、门屏上的
字样图案，工艺精湛，风格高雅，无不透出凝重
而又古朴，清新而又悠远的气息。跨过铺满青石
板、碎砖片的小路，穿越富有东方韵味的亭台楼
阁，走进罗马柱后面铺有彩色瓷地砖的舞厅，你
能体会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定居美国的张贻文，系张石铭重孙女、新中
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张珩之女，今年 5月，她
与家人一起第 5次来到南浔，并把父母的骨灰安
葬在了南浔。她说：“父母的根在南浔，我要了却他
们的心愿，让他们永远长眠于故乡的大地上。”

鹧鸪湖畔的儿童公园，原为适园，系张石铭
于 1907 年所筑，后毁于日军战火。目前仅剩张
石铭为其母所建的汉白玉长生石塔及一方荷
池。适园取意，所谓“季鹰适志”。季鹰即吴郡张
翰，西晋人。当时，齐王征召，他无意出世，见秋
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曰：“人生贵得适志，
何能羁宦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贯通南浔东西的商业大街适园路以及适园新村
均得名于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静江故居，由张
静江祖父张颂贤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而
建。故居保持清代传统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
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井，每进一堂
便递高一级，俗称步步高升。屋内雕刻精细，崇
尚一种古朴、自然美，整幢故居显露一种豪华、
古朴、幽深的遗风，可谓南浔一绝。

张静江故居不远处的百间楼被誉为南浔的
封面。百间楼河南起东吊桥，北至栅桩桥。百间

楼沿河蜿蜒而建，长约 400 米，相传为明代万历
中(1573-1620)礼部尚书、南浔人董份为女眷家
仆所建。当时董份第五个孙子和花林(现属南浔
区练市镇)的白华楼主明代散文家、嘉靖进士茅
坤孙女结成姻亲。正要准备迎亲，茅家却嫌董家
的房子不够宽敞，媒人来对董家说，茅家孙女有
一百个陪嫁婢女，你家住不下的。董家说，不妨，
我马上造一百间楼房，每名婢女住一间楼房。因
婢女居屋，故东、西朝向。此时，茅家还嫌董家房
门低，又派媒人来说，茅家的嫁妆里有一对又高
又大的衣橱，恐怕你董家大墙门太小，衣橱拿不
进去。董家说，也无妨，我造一幢高大楼房是六
扇大墙门。于是因两岸傍河建楼百间，又架长板
连接两岸故称为“百间楼”。百间楼的建筑既保
持明代建筑风格，又具有清代建筑遗韵。嘉庆年
间张镇曾有赞美百间楼的诗句(张镇《浔溪渔
唱》)：“百间楼上倚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每到
斜阳村色晚，板桥东泊卖花船。”描绘出一幅形
象生动如诗如画的秀丽景色和水乡风光。

“如果说南浔是江南的封面，那么百间楼就
是南浔的封面。”今年 70岁的沈嘉允先生，是本土
有名的文史研究者，从小就在百间楼长大，对百
间楼有着特殊的感情，自称“百间楼下一耕夫”。

百间楼东面的洗粉兜更具有传奇色彩。传
说范蠡大夫带西施等人渡钱塘江口路过南浔，
投宿在百间楼东面的小村里，想着明天要进入
吴国宫里，从此无言面对父老乡亲，想到这里决
心以一个村姑面目从容死去，便来到河边，双手
捧起河水洗掉脸上的脂粉，把头上的插栽卸下
抛了一地。此时正好侍女醒来不见西施，就告诉
了范大夫。他们慌忙寻到河边，见西施正在悲
哭。在范蠡的劝说下，西施终于放弃了去死的念
头。后来人们知道了西施的故事，就把这个地方
取名为洗粉兜，沿传至今。

钦若嘉业书香远

在常人看来，书香与铜臭是对立的。但腰缠
万贯的南浔商人却对书籍情有独钟，所谓“书声
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继”是很写实的，这样的地
方，出个藏书家当在情理之中。

“得诸社会，还诸社会。”鼎盛时期的南浔金
银如山，书声如涛。书香溢城的南浔出了许多藏
书家，也建了不少藏书楼。刘桐的“眠琴山馆”、
蒋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等都曾
名噪一时。只可惜它们已被岁月的风雨摧残殆
尽，只留下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疑问，但书香却
绵延不绝！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
事还是读书”。这副位于“民国奇人”、国民党元
老张静江故居里的抱柱联，是同治、光绪二位皇
帝的老师翁同龢所题。

古镇的北边，张静江轰轰烈烈地支持孙中
山的民主革命；古镇的南边，刘承干安安静静地
在水中央买书、读书、写书、校书、藏书，这就是
四水环绕的嘉业堂藏书楼。

中外闻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又一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主人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
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1920
年，为藏书计，刘承干“靡金二十万，拓地二十
亩”，在南栅鹧鸪溪畔构筑藏书楼，1924 年落
成，溥仪题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嘉业堂以此
而得名。纵贯南浔南北的商业大街嘉业路也由
此而来，延续着古韵今风和嘉业书香。

古镇的中间，张石铭家族一门三代出了四位
全国著名的收藏家。而张静江舅父、大收藏家庞
莱臣，收藏的书画精品更是冠于东南，雄视群伦。

地以人名，人以地闻。其实，南浔早在明代
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从宋代朱
楠的《厚德遗言》始，历元、明、清诸朝，数点南浔
文人的著述，荦荦然一支绵延不绝的文化大军
从历史的深处逶迤而来，那数以万卷的作品琳
琅满目，俨然已汇成思想和文化的洪流！

古镇与水乡在这里交融，自然与人文在这
里交汇，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响。

“南浔，难寻！”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
员会主任魏小安将其归结为南浔拥有的唯一
性——— 一个兼具深厚底蕴和生活着的古镇，在
江南乃至国内已经难寻。

南浔，一座史韵悠远的江南古镇，一处崇文
重教的文化之邦，一片蓬勃奋发的活力热土，历
经近 800 年的风雨积淀，以它独有的底蕴与气
度，洗尽铅华，熠熠生辉……

南浔：大地有名不难寻
陈波

南南方方的的秋秋在在城城市市中中是是找找不不
到到的的，，因因为为秋秋和和夏夏差差不不了了多多少少，，
感感觉觉不不到到秋秋意意浓浓浓浓，，天天还还是是热热
的的，，花花还还是是开开得得艳艳的的，，只只是是偶偶尔尔
飘飘过过的的桂桂花花，，才才感感知知，，秋秋的的来来
临临，，所所以以南南方方的的秋秋是是要要我我耐耐心心
细细致致地地去去寻寻找找，，它它躲躲藏藏得得极极深深，，
没没有有真真心心真真意意是是不不能能品品到到它它的的
细细腻腻和和多多愁愁善善感感的的。。

一一方方土土地地一一方方秋秋，，一一方方情情
感感一一方方味味，，秋秋其其实实是是深深藏藏在在我我
内内心心的的，，与与我我的的生生命命、、血血脉脉都都是是
相相通通的的，，秋秋其其实实是是一一种种无无法法割割
舍舍的的情情结结，，对对自自己己身身在在的的土土地地
最最深深最最浓浓的的情情感感。。

中中秋秋时时节节，，我我又又无无端端地地念念
起起秋秋来来。。真真想想去去乡乡村村寻寻找找秋秋的的韵韵味味。。

说说走走就就走走。。碧碧波波荡荡漾漾的的若若耶耶溪溪静静静静地地流流淌淌在在
宛宛委委山山麓麓平平原原，，远远山山近近屋屋倒倒映映在在水水中中，，呈呈现现出出生生机机
勃勃勃勃的的水水乡乡宁宁静静的的画画面面，，右右望望宛宛委委山山漫漫山山遍遍野野密密
布布丛丛树树修修篁篁，，雪雪窦窦岭岭上上座座座座秃秃岩岩山山头头陡陡立立万万绿绿丛丛
中中…………那那里里的的一一切切，，对对于于我我来来说说，，是是多多么么的的诱诱人人。。

天天，，下下着着毛毛毛毛细细雨雨，，秋秋意意朦朦胧胧，，微微冷冷的的风风，，吹吹进进
车车窗窗，，雨雨丝丝柔柔柔柔，，大大山山沉沉静静在在一一片片雨雨雾雾中中，，盘盘山山公公
路路像像羊羊肠肠小小道道，，弯弯弯弯曲曲曲曲绕绕在在青青山山之之中中。。景景色色秀秀美美
的的山山林林，，怀怀抱抱着着水水色色清清清清的的鹅鹅湖湖。。鹰鹰飞飞长长空空，，鱼鱼游游
湖湖底底。。风风飘飘飘飘，，雾雾蒙蒙蒙蒙。。幽幽静静而而深深邃邃，，恬恬静静而而祥祥和和，，
我我不不由由飘飘飘飘然然似似仙仙…………

这这些些年年，，看看得得最最多多的的是是城城市市中中的的汽汽车车、、高高楼楼，，
有有时时还还有有尖尖锐锐的的噪噪音音和和浑浑浊浊的的空空气气。。如如今今，，开开着着车车
窗窗，，享享受受着着清清新新的的山山村村气气息息，，这这种种感感觉觉又又像像是是回回到到
了了童童年年。。

一一路路上上车车流流不不多多，，山山村村一一个个接接一一个个从从眼眼前前飘飘
过过，，几几乎乎一一样样的的房房子子，，一一样样的的青青山山，，一一样样的的碧碧水水，，只只是是
小小溪溪水水的的水水流流大大小小不不同同，，还还有有山山的的转转弯弯处处不不一一样样。。

会会稽稽山山千千岩岩竞竞秀秀，，草草木木葱葱茏茏，，遍遍山山的的茶茶林林拾拾阶阶
而而上上，，绿绿油油油油的的一一片片。。村村口口的的大大桥桥边边有有棵棵大大樟樟树树似似
乎乎在在召召唤唤着着我我们们。。呵呵，，我我看看见见几几棵棵香香榧榧树树挂挂满满了了果果
实实，，怪怪不不得得这这里里是是有有名名的的香香榧榧之之地地。。

又又有有一一棵棵树树长长满满了了果果实实，，我我不不知知道道小小小小的的果果
实实叫叫什什么么？？妹妹夫夫说说是是野野猕猕猴猴桃桃，，等等到到家家去去拿拿长长长长的的
竹竹竿竿子子来来摘摘果果子子。。

车车进进入入山山村村 55 分分钟钟后后，，停停在在一一个个不不大大的的操操场场
上上，，操操场场边边有有一一口口池池塘塘，，想想必必是是农农家家人人洗洗东东西西的的所所
在在。。水水干干净净清清澈澈，，池池塘塘边边有有绿绿色色的的藤藤蔓蔓缠缠绕绕。。时时不不
时时有有出出门门的的村村民民来来打打招招呼呼，，看看我我们们手手中中拎拎着着月月饼饼，，
说说一一句句，，走走亲亲戚戚来来了了。。

妹妹夫夫的的家家在在稽稽东东竹竹田田头头龙龙峰峰，，沿沿着着山山村村的的石石
子子路路一一直直在在最最高高处处。。站站在在山山的的顶顶部部往往下下看看清清天天浮浮
云云，，秋秋蝉蝉哀哀鸣鸣，，矮矮墙墙杂杂院院，，凉凉荫荫浓浓茶茶，，这这些些秋秋的的味味道道
还还是是不不够够浓浓烈烈。。

我我不不知知道道北北方方的的秋秋是是怎怎样样的的？？更更不不知知道道远远在在
黑黑龙龙江江北北大大荒荒的的秋秋是是怎怎样样的的？？是是否否跟跟江江南南的的秋秋不不
同同，，那那里里是是否否已已进进入入浓浓秋秋，，满满山山的的红红枫枫，，或或者者满满目目
的的枯枯黄黄，，或或者者又又是是满满地地的的落落叶叶 ..............

房房子子边边上上种种着着几几株株丝丝瓜瓜，，几几枚枚小小黄黄花花开开在在绿绿
叶叶间间，，长长长长的的丝丝瓜瓜挂挂在在中中间间，，瓜瓜藤藤延延着着铁铁丝丝搭搭在在二二
楼楼的的阳阳台台上上。。那那水水泥泥地地的的边边沿沿裸裸露露着着黄黄泥泥栽栽种种些些
葱葱，，长长得得郁郁郁郁。。

我我站站起起身身，，在在房房前前屋屋后后踱踱来来踱踱去去，，就就是是想想寻寻找找
我我心心中中的的秋秋意意。。唉唉，，这这是是一一棵棵枣枣树树，，小小小小的的果果子子已已挂挂
满满树树枝枝，，红红的的已已红红，，白白的的半半白白半半红红，，伸伸手手摘摘下下一一颗颗，，扔扔
进进嘴嘴里里，，咬咬一一咬咬，，蛮蛮甜甜的的。。妹妹夫夫转转眼眼已已拿拿来来竹竹竿竿，，和和老老
公公爬爬上上高高高高的的柴柴垛垛，，用用竹竹竿竿把把上上面面的的枝枝拉拉过过来来，，摘摘
下下一一颗颗颗颗的的果果子子，，小小姑姑拿拿来来脸脸盆盆装装下下这这些些可可爱爱的的小小
精精灵灵。。我我呢呢，，挑挑着着新新鲜鲜的的熟熟果果子子，，就就往往嘴嘴里里塞塞。。

吃吃着着秋秋枣枣，，才才感感知知秋秋天天的的意意境境，，我我们们又又去去了了刚刚才才
开开车车路路过过的的村村口口，，冒冒着着毛毛毛毛细细雨雨，，摘摘了了一一大大袋袋的的野野生生
猕猕猴猴桃桃。。村村里里人人看看见见了了，，都都说说城城里里人人不不一一样样，，这这些些东东
西西，，他他们们连连看看都都不不要要看看的的，，而而我我们们却却当当宝宝贝贝似似的的。。

开开饭饭啦啦，，妹妹夫夫的的爸爸爸爸妈妈妈妈端端出出了了农农家家菜菜，，有有自自
产产的的花花生生、、土土豆豆、、青青菜菜等等，，这这些些食食物物可可都都是是有有机机食食
品品，，老老公公把把一一块块红红烧烧肉肉夹夹进进我我的的饭饭碗碗：：““多多吃吃点点，，这这
肉肉很很香香的的，，正正宗宗的的家家养养猪猪。。””

吃吃过过了了农农家家菜菜。。我我还还得得去去寻寻秋秋，，啊啊，，找找到到了了，，老老
南南瓜瓜！！几几只只金金黄黄色色的的南南瓜瓜躺躺在在屋屋角角处处。。皱皱皮皮一一层层
层层，，一一圈圈圈圈的的花花纹纹，，看看起起来来一一定定很很好好吃吃。。来来，，来来，，装装
进进袋袋子子，，拿拿回回家家做做南南瓜瓜粥粥吃吃。。

老老公公笑笑我我，，你你这这个个人人怎怎么么啦啦？？像像个个讨讨饭饭佬佬。。我我
嘴嘴一一噘噘，，不不理理他他。。

我我对对秋秋的的感感情情，，是是很很难难说说清清楚楚的的，，只只是是总总觉觉得得
是是与与自自己己的的生生命命通通连连的的，，并并连连得得紧紧，，连连得得密密。。生生命命
里里的的颓颓废废、、沧沧桑桑、、哀哀伤伤、、萧萧索索都都在在秋秋季季特特别别的的浓浓，，天天
地地之之间间漫漫溢溢的的，，早早不不单单单单是是秋秋意意了了，，还还有有人人的的情情
思思。。我我虽虽然然算算不不上上真真正正的的文文人人，，然然我我于于秋秋的的感感情情，，
确确实实不不薄薄。。

老老南南瓜瓜和和枣枣子子装装进进袋袋子子，，放放在在车车中中后后备备厢厢，，我我
们们一一行行五五人人开开始始下下山山。。山山路路弯弯弯弯，，刚刚好好可可以以两两车车交交
会会。。车车往往山山下下开开，，随随着着弯弯道道，，一一会会儿儿往往左左，，一一会会儿儿往往
右右，，靠靠近近悬悬崖崖的的一一边边有有护护栏栏围围着着，，不不然然车车技技差差的的真真
不不敢敢开开。。

雨雨停停了了，，满满山山挂挂着着雨雨滴滴的的树树木木郁郁郁郁葱葱葱葱，，远远处处
的的山山有有雾雾气气飘飘浮浮，，一一层层层层的的水水气气升升起起。。朦朦胧胧的的青青山山
忽忽隐隐忽忽现现。。秋秋，，在在江江南南，，真真的的跟跟夏夏差差不不了了多多少少。。虽虽偶偶有有
几几处处还还能能品品出出些些许许秋秋的的味味道道来来，，但但总总是是不不能能尽尽兴兴，，
就就像像好好茶茶的的第第一一道道和和第第三三道道，，要要么么带带着着杂杂色色，，涩涩涩涩
难难入入口口，，要要么么早早去去了了香香气气，，淡淡而而无无味味，，难难留留唇唇齿齿间间。。

车车入入城城中中，，这这秋秋就就更更难难寻寻了了，，混混杂杂在在人人群群车车流流
里里，，即即便便是是最最细细致致的的人人也也闻闻不不到到一一丝丝秋秋的的味味道道。。这这
是是让让我我难难以以容容忍忍的的，，秋秋是是不不容容错错过过更更不不容容浪浪费费的的，，
怎怎能能让让秋秋落落在在城城中中，，随随着着日日子子消消逝逝而而去去，，而而显显不不出出
它它独独特特的的姿姿韵韵来来。。

朦朦胧胧的的秋秋才才是是我我感感情情中中最最深深最最厚厚的的，，这这其其实实
是是任任何何一一个个地地方方的的秋秋都都不不能能比比拟拟的的。。

我我念念着着稽稽东东的的秋秋，，这这年年年年晚晚来来的的秋秋，，我我知知道道它它
躲躲在在山山里里，，躲躲在在那那林林中中间间或或在在知知了了的的残残鸣鸣里里，，躲躲在在
纷纷飞飞飘飘落落叶叶子子的的叶叶脉脉里里，，躲躲在在香香炉炉峰峰虚虚无无飘飘然然的的
钟钟声声里里…………

我我定定会会安安心心地地等等待待然然后后去去细细致致地地寻寻找找。。

寻

秋

地以人名，人以

地闻。古镇与水乡在

这里交融，自然与人

文在这里交汇，历史

与未来在这里交响。

南浔，难寻！

小小莲莲庄庄。。

摄摄影影：：沈沈勇勇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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