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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行

□王梁
□桐间露落

经过4个小时的中巴车程，我们抵达此次暑期疗休养的目的地——
—建
德。
下高速后的第一餐饭让我再次见识了山城的浙西风味，很多菜都深藏
辣味，有些干脆就直白地撒着火红的辣椒碎末。只可惜对于滴辣不沾的人
来说无疑是一大折磨，还好，在导游的协调下，之后每餐放辣的菜数大幅
减少，倒惹得会吃辣的团友提出了“抗议”。
先说一下导游小陈吧，她是目前为止我所认识的唯一的建德人，给我
留下了良好印象。个子不高，偏瘦偏黑，身段苗条，一口整齐洁白的牙
齿，扎着辫子，还留着刘海，自然朴实的笑容像一朵荷花在脸上摇曳。别
看她年纪小，做事却十分老练从容，跟酒店、景点等各方人员都关系熟
络，各个环节安排得稳妥有序，有了这么一位得力导游的陪伴，四天行程
便利舒心不少。
我们去的第一个景点是灵栖洞，真的无法想象一座不起眼的铁帽山下
别有洞天，竟包藏着如此深广幽邃、神秘奇幻的地下宫殿。从最低处坐小
船迂回进入的灵泉洞，再上到洞口喷涌无限沁凉的清风洞，最后在古木参
天的山林间拾级徒步一刻钟，攀至地势最高的霭云洞。三大洞区各具特
色，引人入胜，最难忘的是倒影而成的地下龙宫和定海神针，看过电视剧
《西游记》 的人准保叹为观止，事实上好多剧集都在此取景，难怪给人似
曾相识之感。大自然真乃鬼斧神工，大笔一挥便撂下人间仙境，但若没有
人类的想象、演绎以及声光电技术的运用， 这喀斯特溶洞景观也只能顾
影自怜千万年，是人类的智慧赋予其灵动的生命。
游览完洞天福地，我们住进了寿昌镇上的皇爵宫廷大酒店。十三层高
的酒店依山而建，矗立在寿昌江畔，站在十二楼的宽大落地窗前，是一个
极佳的俯瞰视角：近处，幢幢红瓦白墙的民居鳞次栉比，宽阔的寿昌江清
流缓淌，江桥上人来车往；远处，青山如黛，绵延起伏。下榻此处的三天
里，我经常伫立窗前，或捧一卷书斜躺于沙发上，远眺，遐想，沉醉于群
山环抱间的这一处安宁祥和的小镇风情，多像一幅油画，一首山水诗，一
曲乡村音乐。
皇爵酒店为四星级，豪华气派，不仅在寿昌镇首屈一指，在整个建德
也能排进前三。来这里的宾客络绎不绝，它的声名远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曾作为 《爸爸去哪儿了》 那帮明星父子 （女） 的指定宾馆，眼下酒店大厅
依然悬挂着多幅当年的活动照片。很多外地游客第一次知道建德、知道新
叶古村、知道皇爵酒店并且纷至沓来，可能还真的是仰仗于明星效应和电
视节目的热播。这种现代化的吆喝方式掀开了原先养在深闺的建德古村美
景那一层红头盖，引得四海宾朋倾慕而至，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
济利益，但愿山城风光和建德人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依然能够保持那份淳朴
本色。
说起来，我们这个团算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袖珍团了，组团时十三人，
最后成行的也就9人，行程安排宽松悠闲，早上可以睡到八九点，可以由
中巴车载着我们去到一两个并不太远的景点慢慢走，细细品。就是踏着这
样的舒缓节奏我们先后游玩了千岛湖月桂岛 （猴岛）、新安江水电站、七
里扬帆景区、新叶古村景区、大慈岩景区，中间还体验了浙江生态第一漂
葫芦峡漂流的惊险刺激，近距离目睹了农夫山泉的生产基地，惊叹于自动
化生产线的先进高效。
旅途中映入眼帘的满满都是覆盖着厚厚植被的层峦叠嶂。山占据了建
德十之八九地盘，或巍然、或险峻、或秀美、或幽深，奇峰异石，姿态各
异。碧蓝的新安江源出徽境，在建德被伟大的人力拦截起一座千岛峥嵘、
气象万千的旖旎湖泊，充沛澄净的水源又缓缓往东涌流，步向江海。透过
车窗，我直觉这江水是静止不动的，像是仙人将锻造翡翠玉器的熔液倾倒
在这青山间的沟壑并凝结成晶，给身着一袭绿萝衫裙的山城束了一条玉
带，更增几分清丽风致。
几天里，陈导讲的两则故事让我触摸到了建德人的品性：一是当年为
建造新安江水库，数十万当地居民响应国家号召，舍小家为大家，背井离
乡，每户所得补偿仅为百元左右；二是“文革”期间，叶氏先人想方设法
与造反派周旋，最大程度保护了叶氏宗族珍贵的文化遗存。建德人是有胸
怀、远见和韧性的。
也许是地如其名，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建德，一个与建业同出一源的
地名，后者已成为历史过往，而建德依然初心不改，越发硬朗响亮了。

满江红·招宝山
□安骏

山海风光，镇甬口，波涛声迭。
望峰巅，宝城威远，巍峨雄堞。
鳌柱塔前云霭逸，
长桥飞架横江越。
忆当年，抗外寇倭奴，烽烟烈。
观遗址，心如揭。
斯时耻，今朝雪。
看红旗漫卷，虏消夷灭。
棋子坪亭悠旧弈，
钩金楼影辉新月。
思盎然，喜点缀河山，风华绝。

像乌龟？那儿，在那儿，那个地方
登黄山，是老公的夙愿，也是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时想
女儿的选择。暑期，我在几个旅游
目的地之间犹豫时，9岁的女儿说， 象不出来。旁边的小伙伴说，像大
象。大家哄然大笑。这么一打岔，
黄山有奇松怪石，课文里刚刚学
我发觉欣赏这些怪石，需要自由心
过，她很有兴趣亲眼看一看。
证。大自然没有标准答案，心里
于是，黄山，我们来了。
有什么，就会看到什么。所以，
跟团上山，5点半起床，7点不
那个小伙伴心里有头象。看来爬
到，已经坐上了上山索道。随着索
山考验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想
道升空，黄山独特的花岗岩山峰在
象力。
我们眼前展开，阳光极好，照耀得
也有确实比较像的，比如猴子
山体发亮，美景引人入胜。
观海，从我们站的角度远远看去，
出了索道，第一个感觉是凉
可不就是一只石猴坐在山崖上望
爽，气温比山下低了好几度。我们
抖擞精神，随着导游去看迎客松。 着前方嘛。另一处仙人指路，当
时山间云雾弥漫上来，山峰若隐
黄山上的松树形态各异，极有特
若现，导游说，这场景有点像一
色，其中数迎客松最为有名。它长
首古诗，女儿倒是有了灵感：
在悬崖峭壁边，秀美挺拔，像一个
主人伸出手臂迎接慕名而来的游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
客，让人倍感亲切。在迎客松前， 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大家都赞
许地笑了，小家伙也非常自得。
设有一个巨石形成的观景台。排队
鳌鱼峰旁的一线天，是一个让
想和迎客松合影的游客实在是很
我印象较深的地方。从下往上看，
多，我们也去凑了个热闹。
觉得挺可怕，又窄又陡，仅可容
一路上，导游为我们介绍各种
一人通过，上山的人形成一条线。
黄山怪石。导游说，你看那边像不

见黄山景”，在这里可以观东海、
西海、天都峰、莲花峰、玉屏峰、
鳌鱼峰等。说也奇怪，上午黄山天
空碧蓝，阳光普照，时近中午，却
涌出许多云雾，天色时阴时晴，让
我们在光明顶欣赏了一段云海。
不停地上坡、下坡，不停地盘
旋、盘旋，我也记不清走了几个山
峰，只记得每到一处，站在观景台
眺望，山峦叠嶂、千峰竞秀，风景
如画，美不胜收，叫人流连忘返。
在这样的地方，大自然是最好的调
色板，你怎么拍照都美。甚至行人
穿梭也是美，有时候山路拥挤，大
家还是礼貌相让，比起高山的巍
峨，比起高高蓝天，一些小小的摩
擦显得不合时宜。希望这种来自大
自然的熏陶能一直停留，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很大，日子过得很快，那
些困难的事也终会迈过。
“黄山四 千 仞 ， 三 十 二 莲 峰 ；
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跟团
游到底匆忙了些，我期待再游黄
山，登上所有三十二峰！

我心里直打鼓，这能爬上去？容
我先积攒一点勇气。倒是女儿更
有精力，也不耐烦等我，跟着大
部队上去了，上了一半还往下看
了看我，那眼神似催促，似鼓励，
总之叫我不好意思再磨蹭了，还
是一鼓作气爬上去吧。世间事，
为之则难者亦易，真的一心往上
爬，中途倒不觉得难过，反而嫌
上面的人爬得太慢，几次不得不
停下等着，于是跟老公开玩笑：
怎么这里还能堵车呢？不经意间
往下看了一眼，黑压压都是人头，
一个接一个，不禁又有些胆寒了，
这要是上面有个人跌倒，下面可
不得倒霉吗？怀着忐忑的心理，
更恨不得赶紧爬完。上去之后，
老公说，也就那么回事嘛！女儿
在旁边嚷嚷：“我等你们好久了，
妈妈慢得像蜗牛！”
辛苦爬山是有收获的。一口气
到了光明顶，可以体会无限风光在
险峰了。光明顶是观赏群峰景致的
极佳场所，号称“不到光明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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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嵊泗
□刘斯夫
嵊泗，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近日几位战友相约成行赴嵊泗。7
月16日，我们出发了。那是一个天
气晴好的日子，蓝天白云，大地清
静，让人心旷神怡。
上午10时许，我们在定海三江
码头登上了游轮。不到两小时，已
停靠嵊泗李柱山码头。
汽车盘旋在沿海的公路上，满
眼都是浪花礁石和啼叫飞翔的海
鸟。路上时有交会的轿车和大巴，
却明显少于内地。远离喧嚣，走近
宁静，这种心情，难以言表。
坐在车上，不由得想起“嵊
泗”两字，傍山从水。字典解释，
这两个字大都用于山名和水名。看
着四周浩瀚无涯的大海，漂浮在海
洋中的泗礁岛，不就是山和水的融
合？如果把嵊泗列岛所有岛屿合起
来俯瞰，那就像散落在东海大洋中
数百颗翡翠绿珠，与大海交相辉
映，好不壮美！
嵊泗列岛是大陆架延伸过程中
隆起的一座座山顶。岛上那些看似
蜿蜓起伏的小山头，实际上都是高
山之巅。“巅峰”连绵，很难找到
一块平原绿洲。菜园镇巴掌大的一

块盆地，先人就把它用来作县治中
心，可见地无三尺平的嵊泗，平地
之宝贵！嵊泗是中国14个海岛县之
一，属舟山市。东西走向的泗礁岛
最大，西部是菜园镇，县治中心，
东部是五龙乡，主要景区大多在东
部。
半个小时工夫，汽车已在五龙
乡东海渔村一公路边停下。下车，
我们走进一条上坡小弄，登上几级
石阶左拐，就见一幢挂有“朋来宾
馆”字样的两层平顶楼房。楼房建
在小山丘的脊梁上，坐北朝南，四
周视觉很好。这里就是我们今晚的
住宿点。
我住二楼，走出房间，有一个
20多平方米没有遮蔽的露天阳台。
我凝望着南方的大海，远处小岛，
隐隐约约，天际白云，梦幻如仙。
真可谓，海天一色，风月无边。登
高几步，迈上房屋平顶，看到西边
的大悲山，在余晖下，只见轮廓，
难辨细致，只有巍峨的庙宇翘顶和
檐角，更加分明抢眼。我由衷感叹
大自然的美。
晚宴设在露天阳台上。喝着自
带的酒水，品尝着海鲜美味，追忆

着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对我们
已奔七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够
超乎？
酒过三巡，我望着满天星空，
寻找儿时熟悉的牛郎织女星、车水
星、扫帚星、七仙女星，还有想不
起来的很多星星。这样的天空，多
少年不见了！今晚在这里相遇，真
是缘！
这个夜晚，我们在海风、星空、
美味陪伴下，在回忆往昔，喜叙当
今，瞻望未来的畅谈中度过的……
第二天，东方露白时，我们已
经登上了大悲山，出租车从寺院大
门口出发，在弯曲起伏的山道上，
忽上忽下，一支烟工夫，就到了泗
礁岛东北角上的六井潭景区大门。
这时，刚过六点，怪不得，静悄悄
不闻人声。
六井潭由一个传说而得名。古
时候，东海龙王的女儿敖玉为报救
命之恩，离宫来到六井山与渔夫施
妙高结为夫妇，厮守终爱。龙王知
后，逼女回宫，敖玉不从。为护
夫，龙女与父决战，龙王逞性用龙
凤宝剑将山石劈开，无奈的龙女将
六颗龙珠撒向山上，便留下了神秘

的“六井潭”神水。传说是动人
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
六井潭的正南面是和尚套景
区，面临东海，是观海上日出、看
千舟竞发的极佳之地。景区内有将
军石、返乡船、朝阳亭、观景台等
景点。我们从右边下山，一路都是
走栈道，脚下悬崖峭壁，耳边潮声
四起，奇礁怪石和海浪万般变幻尽
在眼底和脚下。
绕景区一周，总不见“和尚”
踪影，正纳闷，一册简介找到了何
谓和尚套的答案。唐代高僧鉴真，
率僧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传经。
遇大风船泊大悲山下。当晚，值班
小和尚玄能，在巡视中不慎掉入海
中，危急中抓住一片木板，随潮漂
泊，最后，在东侧海湾抓住礁石得
以逃生。凭着坚强意志，在岛上度
过了30多个春秋，并和渔民结下了
友谊。玄能死后，为纪念他，渔民
把他住过的地方命名为“和尚套”。
骄阳当空时，我们已从左边山
下爬上山顶。大家气喘吁吁，大汗
淋漓，亏得海风送凉，缓了一口气。
嵊泗很美，这是一块难得的净
土。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启事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四十年的沧桑巨变，四十年
的辉煌历程，换来一个前所未有
的新时代。为了更好地记录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镇海经济社会的长
足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讲好镇海故事，弘扬时代精神，
激发改革活力，本报决定从即日
起举办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
文活动。

征文内容：以“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为主题，可以从个人际
遇、家乡变化、重大历史事件见
证者角度来谈人生感悟和改革利
好，可以从各单位部门、各行业
领域的历史性巨变角度描述改革
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凸显
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
意义。
内容必须是反映改革开放以

来，我区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民生、生态等方面发展变迁
的真实素材，遵循亲历、亲见、
亲闻的“三亲”原则，素材必须
实事求是，不道听途说，不虚构
假设，不艺术加工。
征稿要求：散文，要求2000
字 以 内 ； 通 讯 ， 要 求 4000字 以
内，如有照片配文尤佳。来稿请
尽量以电子文稿形式投稿，在题

目后注明征文字样，文后署上作
者姓名及联系方式，来稿文责自
负。我们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
登。
投稿邮箱：
zhbbj
b@12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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