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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启山海城
□ 张曙波
这是寻常的清晨，山间的鸟儿
警觉着晨曦的到来，早早地，以雀跃
伴欢鸣。推门出院，眼前是清清山
溪、
几畦菜园。抬眼处，满目苍翠，几
许早春的播种孕育，如今已化作花
开豆香。
新垦的田垄，却又添了新的
希望。朝云若霞，光照山海间，这是
一个梦想启航的新时代。
东海之滨，梅山绿海湾。总台
山麓，
千年郭巨城。
海是郭巨人的母亲，
千万年的潮
来潮去，
没有磨去钱塘江南的这块大
陆尖角，
反而容得古往今来的郭巨人
在此绵延生息。
小小的凤凰山见证着
沧海桑田的变迁。
山头蔡也许是漂泊
者最初的家园，
海潮曾无数次拍打着
山麓的三十二级台阶……大涂庙袅
袅香烟，犹在点点渔火那边……南
宋建炎年间，设郭衢驿，始通四远。
但是大海所给予郭巨的，不仅是负
有盛名的各色小海鲜，更已经融入
人们的血脉精神之中。
郭巨人敢闯，曾经看惯了汹涌
波涛的郭巨人，懂得顺应潮流，志向
远方，
早已习惯闯向全国各地，在异
乡寻觅商机，
行通天下。走在哪一座
城市，总找得到经营灯具店铺的郭
巨人，他们人带着人，亲带着亲，互

相支持，拼搏各地，每一个郭巨灯具
的招牌，都是来自家乡的光和亮。郭
巨人念亲情乡情，岳父曾经几次与
我讲年轻时出差东北的经历，当年
他途中偶发结石症，几乎痛得失去
知觉，
好不容易住进铁道医院治疗。
当地的郭巨人知情了，纷纷前来探
望，最后更是一位远亲亲自护送回
老家，
这便是质朴的乡亲乡情。有了
这般的乡情所系，郭巨人挺着胸面
向四方，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美好的梦想总在前方。
郭巨有山，据海防要地巍然而
立，烽火岁月，
“昼夜烟火，互相接
应，所望独远”，狼烟领半岛各卫所
之首，故设此为总台。总台群峦，如
高昂着头颅的士兵，肩并着肩，俯瞰
着脚下的城池和浩渺的东海，悉心
护佑着郭巨城里的万千百姓。在历
史的长河里，抗倭、抗英、抗法，几度
狼烟起，几度战火烧，然而，只留下
它的勇猛坚韧、不屈不挠。如今，总
台山上风车转，山花笑，山麓大港通
天下，
早已是雄奇秀美的好景致了，
但郭巨人保留着古老的烽火台，保
—望 着 它
留 着简 朴 的烽 火 石屋——
们，
连同着这座座群山，我们仍能感
受到总台山所赋予的精气神。

青山绿水，奔流向海，这里的每
寸土地，都成了郭巨人的骄傲。从大
涂塘到半塘到如今的新碶头，一代代
人围海造田，成就了如今的郭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不仅
城——
有山的味道，也有海的味道，在如水
的时光里，郭巨人用情感与乡俗传承
了一代又一代。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郭巨菜场每天都有卖各色秧苗的小
摊，人们也习惯带上几株，种在山麓、
林间、院前……三两家卖种子、肥料
和农药的庄稼医院，人来人往，生意
也好。在郭巨的小山上踏青，那着眼
的田亩间时不时变幻着农作物，总给
人带来无限的期待与希望，眼看着从
种子到小苗，到开花结出果，人们时
刻感受着土地和时光所给予的馈赠
与回报。菜场里，餐桌上，郭巨人少不
了小海鲜的诱惑，也从不缺乏作物的
丰饶，让人不由得感慨：大自然对郭
巨真是厚爱有加。
在这山海之间的郭巨古城，其实
才有数百年的历史。唐时此地尚是海
濡之地，宋时始设郭衢驿站，真正建
城是在明代。据《地名志》载：
“明洪
武十九年 （1386） 十一月为防御倭
寇，派兵驻防，改为守御千户所。次年
信国公汤和监筑千户所城。城周长

488 丈，高 1.9 丈，基阔 1 丈，辟有清
波 、崇 秀、安 吉三 道 城门 。东 面 为 水
门，后堵塞。各门上筑楼，外有城河吊
桥，并环建月城。经过千余年，周围浅
海泥沙上涨成涂，终为陆域，民居日
趋稠密。”
这六七百年之间，虽然难说有沧
桑巨变，但古城的变迁仍在默默进
行，在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我们很荣
幸，仍可以透过那散落在城里的一砖
一瓦、一宅一院、一井一庙、一谚一俗
回溯它的过往曾经。
郭巨古城曾以十字街头为中心，
直通东南西北城门。如今，我们从古城
的街巷名字中仍能回味当时的历史：
如借方位标注的东城下弄、南城下弄、
北城下弄、北城子墩、西城子墩……如
以姓氏聚居地标注的汪家弄、黄家弄、
张家弄、李家弄、陈家弄等，都有渊源
值得探访。
古城不乏文化遗产，其中每年正
月十五闹元宵更是其中一绝，车子灯、
马灯、鼓阁、抬阁等非遗节目让群众争
相观摩，
其时郭巨街头摩肩接踵，人山
人海，所到之处，水泄不通。若在平时，
只要你漫步古城街头，你也可以在寻
常巷落遇到一口建城时的古井，聆听
一段桃花老龙的传说，在某个屋基墙
角发现一块旧时的城砖，看春天的花
开在护城河的两岸……或者你走进霓
虹路上的西门村文化礼堂，这里收集
的数百件老物件，也会静悄悄地告诉
你：
时光荏苒，但古城的文化在延续。
春风送暖，郭巨古城迎来了小城
镇建设新的契机，山海郭巨，迎来的
是一个向着美好而焕发梦想与创造
力的新时代。我们将美好寄语时代，
我们将幸福握在手中，只有奋斗，才
是直抵远方最好的兰舟。

田 螺
□ 沈东海
田螺对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的我而言，
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记 得 在 当 时 农 村 的 沟 渠 、河
流，以及水稻田里，都有它的身影。
它自古就是农民餐桌上的一道农
家菜，滋润了不少劳苦大众的胃。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至于后来
它竟然渐渐消失了。
小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除了
喜欢摸鱼捉虾，也常常去沟渠里捡
田螺玩。
对此不仅小孩子喜欢，
回来
的时候还有碗下饭菜带回家，自然
大人也是乐意的。记忆中有一次摸
田螺，
至今让我念念不忘。那时我只
有四五岁，跟着老姐和表哥撑了一
条小船去摸田螺。船是养鸭人丢弃
在河滩上的一条沉船，是表哥把它
从河里捞起来的。船很小，也就两米
来长，一米宽这样，并且还是漏的。
三个人坐上去的话，水就开始不断
漏进来了。所以，就得有一个人不
断往外舀水。这种没技术含量的
活，
一定是交给我的。
当时表哥站在船头，用竹竿撑
着船，
听从老姐的指挥，控制着船的
走向，
老姐负责捡田螺。那时候河两
岸，田螺很多。捡到后来，船进的水
太多，
就不得不考虑往外扔东西了。
在这条船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
我了，
结果你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他们就近找一块凹露出
来的河滩，然后用“命令”的口气
让我下船，并嘱我待在原地，说他
们很快就会回来的。没法，毕竟我
不下去，船就要沉了。而供我站脚
的地方，不仅泥泞，而且又滑，一人
多高的河两壁，布满了大大小小的
龙虾洞，恐怖极了，我生怕从中溜
出一条巨蟒来。
从河里满载而归的我们，
回家总
会受到大人表扬。捡来的田螺，当天
是吃不来的，
要先找个有青石板的河
埠头搓洗几遍，
把附着在壳上的脏东
西洗掉，然后就可以拿到清水里养
了。一般养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烧
着吃了。宁波人田螺的做法很简单，
一般都是红烧。煮的时候火要烧旺，
把锅烧热了，舀几勺菜籽油下去，
就
可以爆炒了。只有爆炒过的田螺，
口
上的吸盘才会掉下来；
吸盘掉下来的
田螺，
煮的时候才能完全入味。这是
做这道菜，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摸来的田螺除了吃，老一辈人
还喜欢养在水缸里。那时候的“天
水”，是供一家老小吃的。听奶奶
说，
养它的好处，就是能把缸底沉积
的泥土通通吃掉。由此可见，
田螺对
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有多么重要。
田螺除了我上面说的，其实还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用处，就是耳朵
不小心进水了，滴一滴从田螺屁股
下滴下来的水，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会马上消失。到现在我还一直困
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反正这个
土方法用在我的身上，屡试不爽。

在香港坐电车
□ 石志藏
香港 是 一座 风 情无 限 的 城
市，旅游购物、探究历史、观赏夜
景、临湾读海……去香港，若时间
充裕，不妨坐坐有轨电车。电车虽
慢，却别有味道。
香港主岛呈狭长型，岛上的
有轨电车位于北侧，香港的电车
是最便宜，也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此次出行，单位的培训中心位于
港岛西北角的坚尼地城附近，是
港岛有轨电车的终点站。那晚，我
先从坚尼地城地铁站坐地铁到铜
锣湾，在时代广场附近转悠一番
后，找到了电车站。
说起有轨电车，我记得四十
多年前第一次去上海，就坐过有
轨电车，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什
么时候就没有了，当时上海的电
车是单层的，车顶上有一条连接
线，我们管它叫“辫子”。
“辫子”
经过十字线变道时，常常会擦出
火花，记忆犹新。
香港 的 有轨 电 车全 是 双 层
的，看起来有点瘦削，可能是时间
上的空档，我上去以后上层空无
一人，就到最前排观景。电车一路
上就经过热闹的北角，经过还保
留着古老维多利亚女王铜像的维
多利亚公园，经过繁华的铜锣湾、
湾仔，经过金钟、中心区的中环，
还穿过西环具有香港特色的海味
街。
记忆最深的要数上环附近的
香港中银大厦，头天晚上我在维
多利亚港湾的北部观景台，眺望
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港中银大
厦，大厦白色的灯带变幻中，它像
一柄利剑直刺苍穹，那晚天气很
好，天上星星可数，港湾射灯四
射，一会儿在东南角的山梁，一轮
满月，冉冉升起，港湾充满了温
馨。如今，我就在中银大厦面前经

电车路
过，我赶紧用手机拍摄定格。
线中段经过的是港岛最繁华的地
段，不仅商铺林立，而且有多家银行
网点，港资的如汇丰银行、渣打银
行、南洋商业银行、合众银行、永隆
银行，还有很多中资的，如建行（亚
洲）、中行（亚洲）、交行（香港）。
有 轨 电 车 在 20 世 纪 初 的 欧
洲、美洲、大洋洲和亚洲的一些城市
风行一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直至
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上海有轨电
车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时间
可谓长矣。但有轨电车毕竟是一个
旧时代的烙印，我在乘坐时，
不仅感
觉到慢，而且无空调，行驶 时“ 嘎
哒”声很重，避震也不好，好在于晚
上气温不高，若在中午，
就可能汗流
浃背了。当然，它能使人体会到慢时
光的独特魅力，在快节奏的今天，若
要慢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乘坐一
次有轨电车。有轨电车的好处还在
于用电力作能源，车辆不排放废气，
是一种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也是最
环保的出行。
那晚，我从铜锣湾站坐上电车，
一直到西头的爹核士街站，坐了一
个多小时，用八达通卡一刷，
才二块
三角港币。后来听说，港岛的有轨电
车，无论你从哪里上车，只要花上二
块三角港币，就可以从头坐到脚，如
果是老人或未成年人，还可以优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下车走
走，原汁原味的香港老街，还有维多
利亚港的会展中心，以及各类购物
中心，都可到达。港岛的有轨电车，
是穿行在过去和现在交替的时空
里。
在港岛时间不长，我乘坐了两
次电车。我由此感叹，在繁华而又高
节奏的港岛，仍保存并运行着这么
一条漫长的有轨电车线，与现代文
明相映成辉，真好。

故地行走
□ 严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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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桐叶绿
□ 覃正波
老乡最近从老家归来，给我送
了几个他母亲用新鲜桐叶做成的糯
米粑粑，吃在嘴里香在心里，我很久
没回老家了，一种浓浓的乡愁在脑
海中弥漫开来，有一种剪不断理还
乱的情绪。
每逢端午佳节，家乡的父老乡
亲总要做些糯米粑粑给孩子们吃。
家乡的新鲜桐叶粑粑味道奇香，做
法独特。先把米按三七分，糯米七
成，粘米三成。如果全用糯米，糯性
十足不宜剥叶，再说蒸煮的时候，熟
透的糯米浆会从叶子里流出来。米
浸泡几个时辰之后放进碓（俗称对
码。一种用石槽和木器制作的，用来
捣米的器具）里舂。手扶住一根横
梁，脚踩在碓杆的另一头，喊着号
子，用劲地舂着，
“嗒、
嗒”的舂碓声
非常沉闷。顽皮的孩子总是在这个
时候抱住大人的腿，用尽吃奶的力
气随着节奏一上一下地舂着，甚有
一番乐趣。
大人们在这个时候对孩子的顽
皮是很通融的，孩子的淘气活跃了
气氛，小小的吃奶力气也可减轻大
人们的些许疲劳。当然也可以用石
磨推磨，只是用碓舂米，浆细腻，吃
起来圆润可口。
桐叶粑粑的馅是非常讲究的，
好与坏直接关系着粑粑的味道。在
我们老家通常是用炒熟的花生米和
芝麻掺合在碓里舂，舂得越细越好。
当然有的地方也不用芝麻和花生做

馅，而采用豆类和红糖。也许一方有一
方的习俗吧。但我私下认为，用芝麻和
花生做成的馅更香、更可口、更惹人喜
爱。
一切准备就绪便可包粑粑了。事
先，待把所有的新鲜桐叶洗干净滤干，
再在做粑粑的粘板刷些食用油，好处
是吃起来容易剥叶，少些麻烦。当然也
有在粉团上抺些菜籽油的。做粑粑时，
先把米粉团揉成球形，从正中用手指
压出一道槽，再将馅放进去，然后用米
浆盖住再轻轻压扁包上桐叶或棕叶就
“大功告成”了。
小时候，我最喜爹妈做粑粑了。尤
喜做桐叶粑粑的馅，那时对我来说真
是人间的美味。你想想啊！生活在偏远
的小山村，物产又不丰富，连一日三餐
都成问题，别说馅了。逢到佳节，妈总
会做粑粑给我们吃，我会自始至终在
他们身边打转，很积极，也乐于听妈的
吩咐，称得上言听计从，妈知道我心里
的“小九九”，时不时地，她从木瓣里
用勺子挖一些喂在我嘴里，笑着说：
“你这个贪吃鬼”。其实，我心贪得很
呢，那令人垂涎欲滴、散发出阵阵香气
的芝麻花生馅着实让我心慌，巴不得
妈早日包完。
于是，我有事没事就动动舀馅的
调羹。知子莫如母，妈早就看出了我
的心计，放下手中的活，假装嗔怪道：
“妈就知道你心里有想法，好像是几
辈子没吃过东西的，你这个馋背时
的，碍手碍脚的，快把手伸出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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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妈会拿调羹敲我，手缩着。妈却
用调羮在木瓣中舀出堆尖一大勺，放
在我早己缩回去的手掌心，看我吃完
后不时地舔着掌心和手指，妈会在我
不提防的情况下又舀了勺放在我手
心里，见我贪吃的样子，然后开心地
笑了。
那时候爹妈在队上干活，起早摸
黑，很晚才回家。那个年头，村子没电，
全用豆油点灯，灯光微弱。妈做粑粑总
是挑掌灯的时候做，我总会依偎在妈
妈的身边托着下巴，帮妈妈不断地朝
灶里添柴。也许是心急了些，我会把剁
好的毛毛柴大把大把地朝灶孔塞，弄
得满屋子浓烟。妈对我说，做人就像烧
火，火要空心，人要虚心，做人才会厚
道。火光映红了我们娘俩，妈给我讲述
了不少乡村故事，在感受糍粑香甜可
口的同时，也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美
好。
又是一年桐叶绿，我在北仑港城
见不着妈忙碌的身影，想必年迈的她
在端午节的这天，定会站在门口翘足
远望她的儿女；想必在整洁一新的灶
台边，她正用一双瘦弱长满老茧的手，
给我们做桐叶粑粑。我朝故乡的方向
遥望，仿佛看到漫山遍野的桐叶随风
摇曳，那醉人的绿在泪眼中忽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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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 沈 家门 是 我童 年 的 故
乡。直到十岁时我离开了她，但她
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这一次，我又去了一趟沈家
门。天一亮我就起来，漫步在滨港
大道边上，记忆中童年时的海边，
渔船回港时，港内像下饺子一样
泊满了各种渔船，绿眉毛、福建
船、水产公司的铁壳船……船挨
着船，船连着岸，只有在港中间留
有窄窄的一条航道，空中弥漫着
一股特有的鱼腥气。而现今，虽同
是渔船返港时，一排一排的钢壳
大渔船泊在港内，甚是雄伟，但港
池中还有许多空域，海边的空气
是清新的，竟没有一点鱼腥味。
拐入东大街，
行不久左转入与
之垂直的老街，
街左首的第一个弄
堂便是我童年老家所在的会馆弄。
会馆弄，
因该弄南端有一会馆而得
此名，这里原是第二个弄堂，因原
先的东街拓宽扩建，
街面的高楼商
铺将原先的第一条弄盖没了，
这应
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吧。
弄
口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间面食
店，卷帘门关着，主人回老家去了
还未回来。
这里原是我五舅公开的
老虎灶开水房，
二层楼，
上楼住人。
原先他是开长面店的，自做长面，
屋里屋外有好多挂满长面的木架
子，后来大概因年纪大了，换成了
用谷糠作燃料的老虎灶烧开水。
会馆弄东边的房子朝西，靠
北端的是好几间二层砖木楼房，
我家在弄南，二间屋面，二楼是阁
楼，房前的屋檐下是用木条子围
起来的堆物间，那是我爷爷原先
开店时的仓库。与我家隔一小横
弄的便是会馆，会馆正大门面向
海港，临弄有道小门。弄西边的房
子除北端朝北外余皆为院子，正
屋朝南，临弄一面开有边门。整条
弄阔不到 3 米，我家所在这一段
弄面连同屋檐下地面约有 4 米
多。记得我幼时住在此，夏天时爷
爷为图凉快，常在弄西边紧靠对
邻家的山墙搭一铺挂一吊蚊帐睡
觉。
那时的会馆弄路面是用石板
铺就，路中间铺的是厚石板，下面
是一条大阴沟。因为年久，有些石
板搁在阴沟上就不平了，行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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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常会引起石板响动。我们睡在屋
里，每到凌晨就常会听到 “咯登”
“咯登”的石板响动声，
这是下面小
岛上的人们乘船到码头，下船后过
弄堂上街赶集来了——
—天快亮了。
我还吃过这起跷石板的苦头。那时
我六七岁吧，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反
手背着一把小竹椅去弄口的海边纳
凉，
走着走着不想被一角跷起的石板
绊倒了，
额头磕开一个小口子流了好
多血，爸爸因工作在船上当时不在
家，
爷爷赶紧将大声哭叫的我抱到沈
家门医院让医生包扎处理。
从此我的
额头右边留下了一条明显的浅疤痕。
会馆名为“八闽会馆”，即是福
建渔民的会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
进去过，会馆建筑高大精美，
里面条
石、石板铺地，大殿内有海神娘娘之
类的泥塑。两厢均为木梯二楼，眼到
之处窗明地净。
会馆曾由福建藉人士
创办过私立小学，
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改为沈家门第二小学，只可惜在
1971 年会馆被拆除，在原址上又向
西扩充了一倍地建起了县建设银行。
出弄口，往右首朝海边走不远，
就到了海底人行隧道口，这里原是
往来于对岸鲁家峙的轮渡码头。想
当初，鲁家峙除了有些小村庄外，紧
挨渔港的主要有几爿水产加工厂，
还有船舶修造厂等，而工人绝大多
数住沈家门，上下班就靠轮渡，渡轮
在停泊着的、来来往往的渔船间隙
中穿梭，渔汛期的水产加工厂需要
大量临时工，渡轮更是繁忙。
码头上
等候的人群翘首以待，恨不能一步
跨过海去。
如今有了海底隧道，那可顺畅、
舒服多了。隧道全长近 400 米，空
间宽敞，灯光亮堂。
隧道除两端各有
宽阔的人行阶梯外，还各有一架电
动扶梯。隧道内壁两边还挂满了渔
港各个历史时期及重要活动时拍摄
的大幅照片，这里也顺带着成为了
渔港史教育的场所。
我在隧道内走了两个来回，还
踏上鲁家峙回望了沈家门的美丽
市景。原靠近港边的水产加工厂全
迁走了。隧道内来来往往的行人不
断：有悠闲地提着篮子去买菜的、
有赶着去上班的……三三两两，有
说有笑。听到的满是舟山口音，特
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