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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深秋”，短短四字道出人们对秋的热爱。
一入秋，大自然就像打翻了调色盘，将满山满园点缀得层林尽染、深深浅

浅。尤其在“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富阳，那避世般的田园风光和清澈宁静的自
然景色，令人顿生跌入童话镇的错觉。

桂花、柿子、银杏、红枫……山谷里的深秋，赋予人大自然的馈赠。在洒
满阳光的院子里、遍布落叶的林道中、斑驳疏影的流光间，江南古韵无不优雅
蔓延。

在老富阳人的记忆当中，最适
合野餐、探秋的地点必然有鹳山公
园。童年的记忆里，带上零食和饮
品，铺上一张餐布，就可以和小伙伴
们在公园里待上一整天。

慢慢长大后，我们也越来越能
感受到鹳山满满的“古早味”。作为
华东文化名山，古今中外不少文化

名人慕名而至。如唐朝李白、白居
易，宋代苏东坡，现代著名文学家郁
达夫、郭沫若、沙孟海等都游览过鹳
山，留下了踪迹和墨宝。在截江而
立的鹳山公园内徜徉，感受的不仅
是富春山水，还有历史文化的绵长
余味。

鹳山公园

不管夏日里有多少遗憾，富阳的秋天总能给人无限惊喜。
绿草依旧如茵，江边的风在温柔里透着清凉。不妨选个晴空万里的日

子，穿上好看的衣服、带上丰盛的美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餐，在天朗气清
里记录深秋难忘一刻。

秋风起，约一场落叶上的野餐

桂花桂花、、柿子柿子、、银杏银杏、、红枫……红枫……

拥抱自然拥抱自然，，栖居在富阳的深秋里栖居在富阳的深秋里

枕山野，拥抱一整个“深秋”
都说富阳的秋是个谜，一阵风起，满城满山就变了颜色，绿色、红色、黄

色、橙色，许多美景与植被都是“深秋限定”。
这样浪漫的季节，经济又浪漫的探秋玩法就是住进富阳的大山深处，与

秋共景。

东吴文化公园是富阳人眼里的
老公园，也因此有了野餐界的“老字
号”一称。公园里植被茂密、风景如
画，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鲜花盛放
予人惊喜。柳树与香樟彼此挨近，

就这样时快时慢地在人来人往中徐
徐长大。

一到春秋两季，宛如平地的超
大草坪上自由奔跑、肆意呼吸，坏心
情一下子便烟消云散。

东吴文化公园

北支江公园
如果说东吴文化公园是富阳野

餐界的“老字号”，知道北支江公园
的人兴许就少了，算得上富阳探秋

“宝藏地”。
走进北支江公园，一股静谧而

妩媚的气质扑面而来。草木茂盛，

人工修剪痕迹非常少。游人或在游
步道上并肩漫步，或在木栈道上相
视而笑，或在亲水平台上相拥远眺，
还不时可以看到新人在江边拍婚纱
照、放着蓝牙音箱享受铺陈大地的
阳光。

江滨西大道二期
富阳的江岸景观总是让人惊喜

不断，在江滨西大道二期亮相之初，
这与三亚亚龙湾相似度极高的美
景，就一度火进了杭州主城区人民
的朋友圈。

大风车、沙滩、花海、大草坪，至
今，江滨西大道二期的美景仍是大
伙儿朋友圈里的“常客”。清晨时

分，在公园的绿道、木栈道和小广场
上，总能遇见在此慢跑、散步的市
民。夜幕降临时，它又化身当地人
的“情侣路”，印上许多心心相映的
身影。哪怕只是一个人来，在此观
鸟、赏花，或是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
气，也是乐趣无穷。

对于不爱爬山的人来说，安顶
山绝对是个福音。开车能直接上到
山顶，既可观云海又可赏星空。

尽管不是新茶满园的初春，深

秋的安顶山依旧美得不可方物，还
美出了另外一番韵致。通过航拍机
从高空俯瞰，万籁俱寂，旷山幽空；
雾罩山野，朦朦胧胧。周身是蒙蒙
细雨，瑟瑟秋风，有芦苇遇风，蓬蓬
松松；霜冻枫林，漫野染红；枯木枝
头，随风舞动。

小红书上的旅行达人这样写
道：“来到杭州这座城市，除了走遍
西湖每个角落，我更想寻找不为大
众所知的秘境，杭州安顶山就是一
座距离杭城才60公里的高山。高山
茶园、竹海云雾、盘山公路，值得拥
有！”

枕山野而眠，伴云雾醒来——
趁着深秋，必须要在“仙境”里的宝
藏民宿中安排一晚。

推荐民宿：安顶云居精品民宿
（15158815377）、杭州朴宿云居民宿
（19857262699）

住进“富春山居”，赏成片红枫

很多人认为打卡黄公望隐居地
最好的时间是夏季，因为庙山坞树
木繁茂、山明水秀，行走于竹林里的
山间小径，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其实，深秋时节才逢好景铺满
山。正如黄公望老先生在诗中所
云：“入山眺奇壑，幽致探何穷。一
水清岭外，千岩绮照中。萧森凌杂
树，灿烂映丹枫。有客茅茨里，居然
隐者风。”山坳坳里的醉人秋景连绵
2.5 公里，隐居地仿佛一幅浓缩的

《富春山居图》，古朴、含蓄，透着浓
厚的诗画艺术气息。那份隐遁的惬
意，只有亲临才能有体验，只有慢慢
地走才能全然感受。

推荐食宿：富春山居度假村
（0571-63461111）、公望山居三味度
假酒店（0571-63462979）、花果山山
庄（0571-63461999）、黄公望村白
鹤梅娟休闲农庄（15306517708）、梅
花庄（13456789252）

住进安顶茶山，感受“不为大众所知的秘境”

住进“网红村”，行走水墨江南
既有郁达夫文笔下的淳朴古韵民风，

又有吴冠中画笔下的水墨江南神韵，号称
“中国最美的村落”东梓关，正值秋色最为
极致时。

秋天一到，最值得打卡的是东梓关民
居前那一片稻田了。层层叠叠的稻田由
深到浅，是线条和色块的完美组合，站在
远处望去，后面屹立的杭派民居组成一幅

美妙的风景画犹如秋日梦境。
悠长的石板、沧桑的墙体、参天的古

树，都是前人留下的印记。当秋风拂过古
村的老屋旧瓦，青砖古巷仿佛满载时光和
岁月的从容。

逛完村落，建议大家还要去东梓关绿
道上走一走。绿道左边沿江，右边靠村，
一路绵延。两旁的树叶从嫩黄到嫩绿到

翠绿到鹅黄到橙黄再到枯黄，像是为这个
时节演奏的一首美妙乐曲。一阵秋风吹
过，听着江边的浪潮声，目之所及皆是秋
天散发的不可言说的温柔。

推荐民宿：龙都（13868151257）、梓墅
（13588394958）、茶言居（13868198858）、栖
迟（15068734642）

住在湖源溪边，开启“慢生活”

在富阳最南部，湖源乡因为龙鳞坝意
外“走红”，成了城市人逃离喧嚣、找回童

趣的“香饽饽”。
殊不知，这个生态原乡的“宝藏”景

色，远不止一个龙鳞坝。这个季节走进村
子，我们常能发现成片成片的芒花就在溪
滩旁。

每年到了秋天，芒草抽心，芒花盛开，一
片片茸茸的芒花，成了湖源乡的一大美丽景
观。芒花成簇或成片地在风中招展、影影绰
绰，与秋冬季节的萧瑟气息最能相映。

除了芒花，还有那漫山高挂枝头的红
柿、黄得分外醒目的金桂，都是生态原乡
的别样景致。也只有亲身打卡湖源深山，
才能原汁原味感受到。

早几年不少人担忧湖源“深山老林”
基础设备配套不够健全。而现在，这种担
忧已不复存在，亦是听松居、枫桥夜泊等
高端民宿已相继入驻，在各大社交媒体上
掀起了打卡浪潮。而作为富阳本籍“原住
民”，又怎能错过家门口的最新体验！

推 荐 民 宿 ：亦 是 听 松 居
（18758027928 、17706711414）、枫桥夜泊
（13655710142）、留白民宿（13732239991）

山中有民宿 隐在银杏中

“没有在秋天去过银杏村的人，是不
足以谈秋天的。”在富阳，观银杏是秋季的
一道风景盛宴。

富阳的美丽秋景有不少，但说到壮
观，那就要数万市的银杏了，镇里拥有267
公顷的超大面积银杏林，光是100年以上
树龄的银杏就有1200多棵，年龄最大的银
杏王已有千岁。

刚一走进杨家村村口，就邂逅几株百
年银杏。每到11月，村子周围方圆数公里
数千棵银杏汇成金黄一片，一株株树干伸
展出一臂臂的金黄。漫步其中，如置身金
色殿堂，手机随手一拍就是一帧油画。不
同于枫叶的姹紫嫣红，银杏只是用一种颜
色，便把秋渲染到了极致。

非常建议，在这满眼金黄的时节，去

万市美美地住上一晚，听风吹落秋叶的声
音，然后品茗望山，日子就这么云卷云舒
起来：“喜欢上这里，竹影婆娑，猫咪撒欢；
喜欢上这里，菜的翠绿肉的醇香；喜欢上
这里，夏天满目的绿秋天满目的黄；喜欢
上这里，随性地到田野里看风吹稻浪的美
妙，去山上路旁采摘桔子柿子，再到田间
地头拔几个萝卜，一切多么淡然美好！”

推荐民宿：谷子山房（13606616748）、
破 羊 圈 与 花（13868190466）、九 妹 山 房
（13968159152）

不比杨家村的百年银杏声名远扬，富
阳还有一处观银杏的好地方，那就是新登
镇湘溪村。

湘溪村的银杏虽没有杨家村多，却有

一棵浙江树龄最老的银杏树王。深秋的
暖阳下，近6层楼的高大树干好似镀了满
树黄金，遮天蔽日，蔚为壮观。林间小路、
乡野山头、村里邻舍间都被落下的银杏染
得金黄。到此一游瞬间觉得，平日里在街
道边看到的银杏树都不值一提了。

走在村间林道上，大大小小的银杏树布
满道路两旁，沿途或疏或密，将本是绿褐色
的山头和农舍衬托得色彩斑驳，仿佛吹响了
时光的号角。微风吹过，带着片片落叶纷
飞，宁静的山野，便会荡漾起诗一般的涟漪。

深秋的富阳，这满山满眼的暖阳下的
金黄，足以成为内心深处最生动的记忆。

推荐民宿：银杏民宿（13456749131）、
溪 湘 记·宿（18258139360）、忆 往 溪
（15906626907）

夜宿古镇，感受时空交错

“最近刷到个小短片，镜头超美，差点
以为《航拍中国》出了新一季。”一则来自
微信朋友圈的感慨，让深秋的龙门镇与龙
门山又出了一次“圈”。这个季节的龙门，
极像一座隐世却不避世的赏秋小城，正式
迎来颜值高峰。

从山下向高处望，山里的树木似乎已
渐渐干枯。但慢慢走进山中，才发现那午
后林间漏下来的阳光，将叶子打的沁了油
般的光亮，分外醒目。

山上的风有些凉意，但伴着暖阳迎面
就不会太冷，一刹那还有春风拂面的错
觉。只是梢头间或黄了的、红了的叶子，
一直提醒着你，已到深秋时。

山坳之中到处流淌着串串流水声，随
着水流大小和落差高低发出不同音符，美
妙动听。移步见景，景景相融，饱满与凋
零共生，红黄的暖色与翠绿的清新交织，
铺就了一个动人的深秋龙门。

山下就是富阳知名的“民宿村”龙门

一村，村里集聚了大大小小、不同风格的
几十家民宿，更给了“为什么要住民宿而
不是商务酒店”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因
为住一晚龙门的民宿，才能体验最古韵
的龙门，感受自然给予和人文关怀的温
暖碰撞。

推荐民宿：
龙 门 驿 事（13868132604）、龙 庭 居

（13806519172）、三分书舍（1352443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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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顶山上的朴宿云居民宿

万市镇谷子山房 新登镇银杏民宿

湖源乡亦是听松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