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九月九重阳节，是中国重

要民俗文化丰富的传统节日。每逢

这天，华夏民族有的庆祝丰收拜祭

天地， 有的登高远眺赏菊饮酒，有

的吃重阳糕插茱萸，热闹非凡。

在上个世纪，我的重阳节不是

去登高赏菊风雅，而是奔赴威宁草

海湿地，迎着早冬的寒风，研究鹤

类迁徙草海越冬的时间规律……

在贵州威宁， 民间对黑颈鹤、

灰鹤从北方迁移到草海越冬时间，

普遍流传着“来不过九月九，去不

过三月三” 的民间諺语，所指的就

是鹤类在重阳节期间迁来。

草海以鸟类物种众多，种群数

量大，水域广阔，湖光山色秀美闻

名国内外。我作为一名长年研究草

海湖泊生态和鸟类的科学工作者，

对草海心怀执着痴迷的爱恋。 暮

年，每当重阳节来临之际，不由自

主的想起了 1998 年农历九月九重

游草海，在羊关山赏景挥毫写下的

重阳节随笔《草海赋》（节选）：

乌蒙明珠深山藏，

明珠美丽名草海。

……

方园四十五公里，

天蓝水清鱼鸟满。

湖泊繁长水生草，

好似松藩大草原……

每年冬春鸟玩欢，

观鸟最佳好时光。

珍稀物种黑颈鹤，

草海越冬是灵魂。

中华一类保护种，

天下闻名世界知。

白鹳灰鹤猛禽类，

国宝名册榜有名。

雁鸭水禽优势种，

最少也有十万只。

鸟儿五彩又滨纷，

铺天盖湖胜境美。

……

荡舟湖泊看晚霞，

渔歌唱晚更妖娆。

但愿草海长艳丽，

湖光山色永远春。

作者 王有辉

重阳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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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1、祖孙情

您是否有顽皮的

孙子孙女？ 他们的任

性在您这里是撒娇，

哭笑不得， 却还是想

让他们过忧无虑的童

年？

在您小时候是否

也有这样一位祖辈的

保护伞？

如果有， 欢迎联

系我们， 分享您的故

事或照片。

投稿要求：800

字内，可配图。

2、书画摄影作品

长期征集

提醒： 以上投稿

均 发 送 至 邮 箱

2313967729@qq.com，

邮件主题格式为“投

稿人姓名 + 年龄 +

‘征稿主题’ ” , 邮件

内须注明真实姓名、

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

报的忠实读者， 年满

50 岁，我们为您提供

了 一 个 展 示 的 舞

台———贵阳乐龄，从

报纸到新媒体， 邀您

来玩， 晒出您的幸福

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

有持之以恒的爱好，

请与我们联系， 晒出

您的才艺， 我们还会

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

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

族有不一般的经历，

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

诚挚邀请您分享您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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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九期

日久神往的梵净山，近日终得

仰真容。

从镇远古镇出发， 驱车 3 小

时， 我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心中圣

地———梵净山麓。

下了车，我站在山前，抬头向

上，蓝天白云下，满眼葱茏。

借助索道上到 2000 多米的山

段，剩下的主峰是用来满足登山爱

好者欲望的。

没有丝毫犹豫，我健步上山。

沿着木质登山道拾级而上，满

山望不到边的植被将尘埃吸尽。没

有徒步爬山的气踹嘘嘘，没有年过

花甲的步履艰难，此时的我，恨不

得张开口，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

清新空气全吸进肺部。

与不相识的小年轻一样，我没

有中途小憩， 走完了登山木梯，来

到主高峰———老金顶脚下。

举目四望，心中震撼，险峻、绮

丽、别致造型的石岩强烈冲击我的

视觉。蘑菇石、老鹰石、书卷石……

收起四顾的眼光，我向着主高

峰老金顶出发。

老金顶， 垂直距离虽然只有

300 来米， 但因其突兀在山头，且

整座山顶全为石壁，上去和下来只

有一条环形石道， 仅够一人攀爬，

左上右下，不能回头。 导游委婉劝

我放弃，我却毫不犹豫要坚持。

石道的险峻超出了我的想象。

坡度都在 75 度以上， 有的地方近

80 度，几乎是垂直石坡；踏脚石梯

最窄的地方只有大约 40 厘米宽。

有的石梯两边有石壁挡靠，有的石

梯只有一边有石壁， 另一边悬空，

只能用手抓住铁链一步一步缓慢

往上，下面人的脑袋几乎顶着上面

的人。

勇敢的攀爬者中，有看上去比

我年龄还大的老人， 他们拿着拐

杖，一步一步往上移。 也有二十三

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身行矫健，但

也完全不轻松。

小心翼翼、屏住呼吸前行。 我

害怕吗？ 说实话，怕。 累吗？ 也累。

但转头下看， 一个人接着一个，没

有回头路可走。

四十分钟左右时间，仿佛过了

半年。忽然，前面的人一声欢呼，到

顶了。

内衣湿了，是被吓的？ 还是爬

石梯累的？ 不管它了。 我到顶了。

清风拂面、薄雾缠身，惬意

至极，放眼四周美不胜收。 清翠

的山谷、层峦叠嶂的山峰、环抱

一尊尊造型奇异的山石。 多少年

前的地壳运动，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才把一座普通的山，把一块

块石头打造得如此绮丽、 壮观，

不虚此行。

此刻此景，用杜甫的“一览众

山小”已经无法形容。 我不是诗仙

诗圣， 只能用肺腑之言来表达，我

对亲爱的祖国壮丽山川美景的赞

美：

一草一木皆风景

一枝一叶总是情

一石一川为疆土

一生一世护国魂

作者 赵清秀

重阳秋深， 天高气爽。 自古以

来，登高远眺，就是重阳佳节不可缺

少的重要活动。但我这人没出息，打

小就恐高，心里实实在在地觉得，高

处不胜寒。

小时候玩伴们爬树、爬墙头、爬

草堆，气喘吁吁、不亦乐乎，而我大

多时候只在旁边当看客。 年少时外

出在建筑工地打工， 第一次上到二

层楼时， 前面迈出的那一只脚心虚

地用力踩踩楼板， 生怕别把水泥楼

板给踩断了。

让我最为惭愧的是，去年陪 85

岁的老父亲到北京登长城， 有段长

城脚下的台阶非常之陡， 陡得似乎

要竖起来了，我心里虚，跟父亲说，

“算了，不爬上去了” 。

可父亲说，“你在这里等我吧，

我自己上去看看。 ”

一句“你在这里等我” ，真的让

我无地自容。

不过认真检视一下呢， 我又是

登过一些高的。在有贵州“屋脊”之

誉的赫章韭菜坪，我登上去过，那上

面真是无限风光，美得让人心颤，但

是我是坐缆车上去的。

我也有我的谈资， 那就是泰山

我是一脚一脚攀登着上去的。 这是

因为泰山并不十分险峻， 层层石阶

从山脚蜿蜒通向山巅， 除南天门天

梯让我惊心胆怯，一脸苦相外，其他

全是一路风光一路景， 轻轻松松不

觉间就到了玉皇顶。

登高远眺，风光旖旎，却也不可

忽视了高处的“不胜寒” 。登过高山

的人都有体会，同一时日，山脚山巅

温差巨大，山脚穿衬衣，山巅得穿棉

袄。 山巅风也大，这是自然规律。

《晋书·孟嘉传》记载，“嘉为

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九龙山，

参僚毕集，有风至，吹嘉帽，堕落不

觉。 ” 这“有风至，吹嘉帽，堕落不

觉” 倒也情趣盎然，引得诗人们诗

兴大发：令狐楚有“贵重近臣光绮

席，笑谈从事落乌纱” ；杜甫有“羞

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

李白更有“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

臣。 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到

了北宋，还有苏东坡的“岁岁登高，

年年落帽” 。 可见登高要有准备，要

能够应对高处的物候现象。

自然界登高有“不胜寒” ，人生

登高亦然。 走上仕途， 有人量力而

行，登上了一定高度，风光正好；有

人不顾一切卖力攀爬， 却耐不了

“寒” ，不慎失足。

登高，都得有自知之明，不要得

陇望蜀，盲目攀爬。

作者 赵宽宏

“我们的节日·重阳”征文选登

闲说登高

登梵净山

日前， 上百名柔力球爱好者

聚集在贵阳小车河湿地公园，为

市民带来了 21 个柔力球的节目

表演。

伴随着《女兵谣》歌曲，柔力球

表演正式拉开序幕。 表演的乐龄女

士们手握柔力球拍， 时而刚劲有力

地抛接圆球， 时而舒缓悠扬地轻划

弧线， 展示了柔力球刚柔相济的运

动美感。

据悉， 此次活动由贵州省直属

机关老年体协柔力球委员会主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林

百余爱好者 展演柔力球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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