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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去石浦经旦门仁义，从车窗望去，

有数位老人在海涂上弯腰撮泥螺，使我想

起童年时代也身临其境，在海涂上撮泥螺

的许多往事，尤最难忘的是撮夜泥螺。

象山三面频海，多港湾海涂。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昔日，沿海的村民们，

在农闲空余时，多下海抓鱼捉虾，在海涂中

抓望潮，涨弹鱼，撮泥螺，摸蛤蜊，抲河蟹，

拈螺狮，为家中的餐桌多一些鲜味。若遇运

气好，捕获颇丰时，也上街兜售，赚一些小

钱，贴补家用。

家住爵溪，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没

有围海造地。东门口的沙滩是十里平沙，沙

滩外就是广阔的海涂。沙滩上，红钳沙蟹横

行，到处是它们打的洞，沙蟹张着双钳，竖

着笃鼓锤似的双眼，守望在洞口，见有来

人，便快捷地钻入洞中。海涂上，到处是泥

螺，蛤蜊等。因东门外海涂略带沙性，故爵

溪人喜欢到北塘的白庙嘴、大燕山一带的

海途中去撮泥螺，那里海涂更显辽阔，泥涂

丰沃，泥螺肥壮而无沙质。

每到初夏，是泥螺的旺发期，也是最为

肥美的时候，是撮泥螺的最佳季节。在那个

封闭禁锢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是如此贫困，

唯下小海不在禁锢之例。在海涂上撮泥螺，

钩蛏子，是村民改善生活的一种途径。除白

天撮泥螺外，爵溪人还有一种撮夜泥螺的

习惯。晚上，学生们读书放学了，就常常跟

着大人们去撮夜泥螺。

撮夜泥螺，第一是照明的灯具。那时，

似乎家家都有一盏小方灯，中放置煤油

灯，四周用玻璃罩住，上面有铁皮盖，一般

风吹不灭。将玻璃小方灯捆绑在小木桶有

柄的一边，一切准备定当，待退潮时，就成

群结队出发。临行前，母亲是再三吩咐：一

定要跟牢大人，离海潮远一点等等。一路

上，撮泥螺的人一群又一群，汇集在崎岖

的小路上，接成长龙，一路上说说笑笑，甚

是有趣。

一到海涂地，大家就卷起裤脚，将布鞋

脱下，缚在腰间，将灯点亮，拥向海涂。刹那

间，广阔的海涂上，星火点点，在漆黑的夜

晚，远看像渔船的灯光，宛如空中辰星，又

如那夏日的萤火虫，悠悠晃晃，使寂静的海

涂顿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甚是壮观。

光滑的海涂上，微微流淌着刚退潮的

浮水，黑得发亮的泥涂，似乎抹着一层黑

金，那泥螺乘着退潮，从泥中钻了出来，伸

着它细软的舌头缓缓爬行，在微黄灯光的

照射下，背上的软壳也略显浅黄。因我人小

涂深，小腿陷入泥中，不用躬身弯腰，随手

就能拾得。三个指头撮泥螺，是人的天生本

能。象山有句俗语：“三个指头撮泥螺———

稳抓。”由此而得，用拇指、食指和中指相聚

成爪，对较细小的物体，能准确无误的撮

起，如中药师撮中药，撮茶叶，还有撮虾果

老酒等等。

我已多次跟随大人们来撮夜泥螺，也

学会撮泥螺的技术，积累了一些经验。有时

泥螺很多，不是撮一粒就放到桶中，而是接

连撮好几粒后，握在手中轻轻一甩，把海泥

和水甩净，再放到桶中，这样桶里就不会放

汤，更能减少周转，增加捕获次数。我也知

道，泥螺喜欢集聚到有浅水的汪涂中，大概

这里营养丰富，有时海螺也会这样集聚成

球，成为“螺球”。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物

以类聚”吧，这给撮螺者提供方便。

邻居大姐是撮泥螺高手，平时产量都

要比别人高。只见她手脚麻利，动作轻盈敏

捷，往往赶在前头，把我拉下一段距离，她

回头见不到我的身影，于是直起腰来，高声

呼叫：“阿光，快跟上！”听到呼叫，我也高声

应道：“知道了”，于是快步跟上。凡有经验

的撮泥螺者，总是跟着退潮走，捷足先登：

在第一时间“抡头边水”。因为刚退潮时，泥

螺会赶着出来，时间一长，泥螺又钻回泥

中。用现代话说，就是捞得第一桶金，而后

者只能撮些遗漏的，产量自然低。

夜色越来越浓，撮泥螺者也越走越远，

也更加分散。不知不觉中，二三个小时过去

了，潮水开始返涨。这时，呼喊之声又多了

起来，叫呼着同伴的名字，叫他们开始返

回。这呼喊声划破寂静的黑夜，在山海间久

久回荡。在一片呼喊声中，灯光向岸边加速

移动。这里的潮水退得慢涨得快，没有什么

气势，不像钱塘江上涨的潮，始是一条线，

待结聚后，顷刻奔腾呼啸着滚滚卷来，有万

马奔腾之势，摧枯拉朽，扑向岸边。这里的

海潮是阴阴的滚来，悄无信息，然一眨眼功

夫，便来到你的脚下，如不及快走，就有被

大海吞噬的危险。这样的惨案几年前曾经

发生过，兄妹俩撮泥螺被大海淹死。

我们终于回到岸边，在一小溪边将身

上的泥巴洗净，穿上布鞋准备回家。我看

到，邻居大姐已撮得大半桶泥螺，我不到她

的三分之一。她的衣服几乎看不到烂泥，而

我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有海泥。

这就是技术和经验的结果。就如农民种田，

老农插秧笔直、横竖有间，身穿白衬衫也不

会沾上泥巴，而新手是手忙脚乱，秧田东倒

西斜，浑身是泥。

往事如烟，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

想起来却记忆犹新。忘不了撮泥螺的灯光，

那是生命之光，是希望之光，更忘不了撮夜

泥螺中的呼叫声，那是真情的传递，那是关

爱的美声，人生难得几回闻见。

撮夜泥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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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蕊懿

一个女人说：“忽然觉得生活毫无意

思，没有多少幸福感”，俗话说“三个女

人一台戏”，其实，两个女人的戏也很热

闹，我仍然只保持倾听她们两个的谈话，

不想言语,因为那些失落或低落的情绪，

也时常缠绕着我，而且有时候还压不住，

要冒出来。

这两个女人一个是西安的，一个是浙

江的。她们谈家里的孩子，一个北大即将

毕业，不知道该去哪个国家留学，将来又

能做什么。另一个还在北大硕博连读，因

为学业和心里压力，母亲不得不千里迢迢

来到北京陪读，甚至要寻一份工作，以便

长期住下来。西安女人的丈夫来了，她不

好意思地向我道歉，说一会就走，我有意

要回避，出门时看见她老公很精炼，正在

给她收拾东西，而她最看不惯她老公的细

致。

她说“你真的不明白，那种细致简直

让人受不了。”

我淡淡一笑：“你也真的不明白，那

种粗心简直让人受不了”。另一个女人整

天忙于找工作和房子，每天晚上回来，一

脸疲惫，还要担心孩子这天过得怎么样。

她们都很羡慕我整天忙于看景点，听

讲座，而且还精力饱满，但她们不明白我

对她们的谈话没兴趣参与，只是我不想以

别人的困惑来分解我的困惑而已，因为那

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抱怨老公的细致和粗

心一样。

我觉得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包容一

切，包容我们整个心思。大到我意识到这

个世界毫无意义，那是因为我所追求的与

我所失去的，它们之间是一个定值，就好

像两个魔术筐，无论从它们中拿出来多

少，两个筐都毫无变化。不管我所追求

的、所得到的最后是多少，这个值都是平

衡的。所以，我只能以无悲无喜，不妄

求、不奢求的人生境界，来发挥自己的最

大潜能，为这个已来但又未知的世界，为

那个将来但已知的世界，完成自己对自己

的诠释，做一个清楚的交代。而能把自己

清楚地交给世界的人，总是清醒的，同时

也是力量强大的一个人。

这种清醒和强大，来自于孤独的思想

内核，是一个人精神意识高度集中的能

量。思想孤独，并不意味着行为的孤立，

也不可能被所谓的欲望施之以诱惑。

如果一个人长久地凝视着太阳，那他

一定是看到了不只是太阳的赤橙黄绿青蓝

紫的颜色，他还看到了另外一种颜色，那

是说不出来的、写不出来的，关于他自己

与太阳交流的颜色，他为之而沉醉，而获

得能量输入的颜色。有时，她也许会长久

地凝视月亮和星星，一溪流水、一棵小

草、一朵小花、一株大树、或者一只飞

鸟，那都是，因为他沐浴在与之对视的温

情中，享受那与人分享不了的流动的繁茂

的愉悦，从而他的内心结构，包括生理感

官，都让他超脱于浮华的表面环境，而进

入到一个真相的明了之中，他生命的时

针，指向的，不是一种表示与流逝，而是

一种能量与取舍,一颗心在时间里融化了

的能量与取舍。

素笺细语

张伟海

华灯初放，一进石浦渔港，一股浓浓

的鱼腥味就扑鼻而来，这是渔乡独特的

味道。下了车，海风扑面而来，沿着渔港

路一路散步而去。

渔港的夏夜是如此美丽与安详，喧

闹的街市现已车马稀少。港内风平浪静，

渔民们聚在岸边侃大山不敢高声语，生

怕惊扰了要入眠的大海。

站在渔港边，眺望四周，远近各处

满是灯火闪烁，灯火倒影在水面，微风

过处泛起阵阵涟漪。一盏盏的路灯如同

天上的星星点缀着这美丽的渔港之夜，

耳边不时飘来一首熟悉的歌声：“军港

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

美的微笑……”歌声在这个宁静的夜里

久久地回荡着，给这个美丽的渔港增添

了一道雄壮之美。夜里的铜瓦门大桥灯

火辉煌，远远望去宛如一道流光溢彩的

彩虹横跨在石浦港上，这美丽的夜景吸

引了无数“摄友”竞相拍摄。全长 300 余

米的铜瓦门大桥连接了石浦与东门岛，

是石浦港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远眺对面的东门岛，只见点点灯火，

依稀可见一艘艘的钢质渔轮整齐地排列

着，船上的红旗迎风飘扬。东门岛与石浦

隔港相望，以铜瓦门大桥与陆地相连，岛

上的东门渔村有“浙江渔业第一村”之称。

东门岛历史悠久，素有“浙洋重镇起东门，

犄角形成石浦镇”和“老东门，新石浦”之

说。历代屯兵设防，饱经战火沧桑，目前

还遗存着浙东第一烽堠、象山第一兵营、

清炮台、古灯塔、古城门和校场等古迹。

石浦港内山海环绕，在夜色的弥漫

中，站在高处眺望，只见灯火此起彼伏，煞

是美观。若有雅兴来的话，可以选择在渔

港边的排挡，一边品尝地方特色小吃，一

边观赏渔港夜景，感受江南渔镇的渔家风

情，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漫步在海峡广场，发现这里的夜市相

当繁华，台湾商城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盈

门，热闹非凡。街边人来人往，煞是闹猛。

广场设置了夜市大型娱乐设施及特色小

吃街，游客们在拓展教练的引导下，围着

篝火做起了亲子游娱乐节目，渔港观景台

的人们踩着轻快的音乐翩翩起舞。海峡

广场的一头是渔港古城景区，这个有着

600 余年历史的老街，喧闹了一整天，现

在累得睡着了。

美丽的石浦港之夜，令你深深陶醉。

夜游石浦港

陈超

暮色已深。天空低下来了
我亲手点燃的孔明灯，并不比月色
温暖几许

潮水缓缓滑动
在涨落之间触摸着脚趾、肌肤
如一件秋衣，安抚我们
日渐陈旧的身影

多么熟悉的夜晚，欢笑声浮动
有人在海边燃起篝火
有人在篝火边拥抱跳舞
有人手挽手漫步，说着
平日不敢说出的情话

当我穿过人群
穿过静止的旋转木马、摩天轮
一条通往外部的小径
此后，星辰低悬
夜色微凉。浮沫般的生活
在潮水的涌动中
被拍打、被击碎、被再次聚拢

一切都在安静中离去
我只是，压低了胸腔里的
呜咽之声……

夜观潮水
兼怀远人

周祖祥

记忆里的护城河
绿色在水中倒映
浪花里飞扬着我的童年
一只竹篮 打捞
水中的月亮
一阵微风降临
摇碎满河的 星
被顶风迎浪的鲫鱼
快快乐乐吞进肚里

就像我远去的童年
护城河也成为我心中的记忆
月亮 星和鲫鱼
是不是还会一起嬉戏
还有没有绿色衬映
我准备着一颗童心 还有
一只竹篮
带上妻和儿子
一起打捞……

护城河
被埋入地下

1. 象山鸿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小区管理员，1名，男，
2300-2500 元（45-60 岁，高中，本县）；小区保安，2 名，男，
1800元（30-60岁，初中，本县）。地址：丹西街道海城华府物业
办公室；联系电话：13777967728。

2. 象山聚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前台，2名，女，2300-
3300元（18-30 岁，初中）；客房打扫，2名，女，2300-3500 元
（20-49岁）。提供食宿，轮休。地址：百花路 67号；联系电话：
13482799910。

3. 宁波胜利汽配有限公司：质量主管，1名，男，5-6万
元/年（28-40 岁，大专）；生产助理，1 名，4-5万元/年（28-40
岁，大专）；跟单员，1名，4-5万元/年（28-40岁，大专）；塑料模
具工，1 名，男，6-8万元/年（25-40岁，高中）；冲床工，3 名，
男，2500-4000 元（25-40 岁，初中）；挑拣员，5 名，女，2500-
4000 元；包装工，2 名，女，80元/天；注塑工，5 名，女，80 元/
天。地址：工业区白鹤路 139号；联系电话：13586806452。

4. 象山众茂房地产有限公司：电梯管理员，2名，2000-
2300元（40-60岁）。单休。地址：丹南路 828号；联系电话：
13386608072。

5. 象山石浦肖静货运代理服务站：驾驶员，1名，男，
6000-6500元（24-42岁）。地址：石浦凤栖路 367号；联系电
话：18657783996。

6.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厨师，1名，5000
元；切菜，1名，2500元；洗菜打扫，1名，2500元。提供食宿，轮
休。地址：滨海工业区金港路；联系电话：15857417210。

7. 宁波佳和美乐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营销员，5 名，
1760元加提成（20-35岁，本科，本县）。地址：东河花园一期东
大门；联系电话：13858385626。

8.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秩序维护

员，5名，男，3300元（20-35岁，初中，本县）；工程员，5名，男，
2800元（20-40岁，初中，电工证，本县）。提供食宿，轮休。地
址：丹峰东路 739号；联系电话：15168195762。

9. 象山宁兴润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顾问，2
名，1530 元加提成（20-30 岁，大专，本县）；售后助理，2 名，
1530元（18-25岁，大专）；油漆工，2名，男，1600元加提成；钣
金工，2名，男，1600元加提成；机修工，2名，男，1600元加提
成；销售助理，1名，女，130元加提成（25-35岁，中专）。提供
食宿，单休。地址：滨海大道 10号；联系电话：13506685949。

10. 宁波市斯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保安，15 名，男，
2500-3100元（20-45岁，初中）；保洁，9名，1800元；管理员，3
名，女，2000 元（20 -35 岁，高中，本县）；绿化工，2 名，男，
2000-2500元；工程员，2名，男，3000-3500元。单休。地址：丹
东街道象山河路 517号；联系电话：13989395007。

11. 宁波仁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镗床，1名，170元/天；
车床，1名，170元/天。提供工作餐。地址：丹西街道九顷村；联
系电话：13429225708。

12. 象山天达快递有限公司中通快递：主办会计，1名，
4000元；储备干部，3名，3000元；快递员，5名，3000元；客服
主管，1 名，4000 元。地址：迎凤路 99 号；联系电话：
13777953286。

13. 浙江金万象纳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保安，2名，男，
2500元（45-55岁）。地址：城东工业区闻涛路 62号；联系电
话：13486068430。

14. 象山中联佳汇纺织有限公司：跟单，2名，3000-4000
元（25-35岁，高中）；打样，3名，3000-5000元。提供食宿，单
休。地址：大徐东昭路 211号；联系电话：13606784689。

15. 宁波合力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员，1名，男，3500-

5000元（25-35岁，本科，机电相关专业）；数控车铣，1名，男，
2500-5000元；加工编程工，1名，男，5000-7500元。地址：工
业区蓬莱路 307号；联系电话：59182223。

16. 宁波百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普工，10名，3000-4000
元。提供食宿，单休。地址：滨海工业区海和路 86号；联系电
话：18368400450。

17. 宁波市象山亿特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主办会计，1
名，4000-5000元（30-35岁）；统计发货，1名，3000-3500元
（30-35岁，会电脑）。提供食宿，单休。地址：黄避岙乡黄避岙
村；联系电话：13505746917。

18. 宁波瑞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厨，4名，男，4450-
4850 元（25-50 岁，初中，4 年经验）；食堂服务员，2 名，2350
元；洗碗工，1名，女，2350元；切配送，1名，男，2650元；石子
煤排放员，1名，男，3510元。提供食宿，单休。地址：西周乌沙
山发电厂；联系电话：65854010。

19. 宁波甬侨气动液压有限公司：数控学徒工，2名，男，
75-90元/天（18-30岁，初中）；包装工，1名，90-100元/天；产
品去毛刺，2名，100元/天。提供食宿，单休。地址：白岩山工业
区银河路 236号；联系电话：13515740703。

20. 宁波乐博电子塑料有限公司：仓管采购，1名，女，
2000-3500元（25-45岁，高中，本县）。提供食宿，单休。地址：
工业区创业路 7号；联系电话：13780000106。

21. 宁波能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1 名，
4000-6000 元（大专，本县，3 年经验）；电工机修，1 名，男，
4000-6000 元（中专，本县，电工证）；主办会计，1 名，4000-
5000元（大专，本县，3年经验）。提供食宿，单休。地址：东陈乡
兴岗路与源泉路交叉口西北角；联系电话：15988671010。

22.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公司象山支公司：电销专员，5名，

1800元加提成（18-29岁，高中）。提供工作餐，双休。地址：丹
河东路 1330号；联系电话：13805854334。

23. 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电焊工，1名，男，3500-5500
元（25-45岁，焊工证）；普工，1名，男，3000-5000元；董事长
秘书，1名，4000-8000元（25-35 岁，本科）；招聘专员，1 名，
2500-4000元（25-35岁，大专，有经验）；人力资源实习生，1
名，1500-2500元（20-25岁，本科）。提供食宿，单休。地址：丹
阳路 1288号；联系电话：65759753。

24. 象山大晨机电有限公司：五金抛光，5名，男，5000
元；数控车床，5名，3000元。提供食宿，单休。地址：滨海工业
区海和路 65号；联系电话：13858254162。

25. 日升集团有限公司：营销员，2名，3000-6000元（24-
40岁，本科）；铣床工，2 名，170元/天（45岁以下）；车床工，2
名，170元/天（45岁以下）；铜压铸工，2名，170元/天（45岁以
下）；技术人员，2 名，3500-6500 元（40 岁以下，大专）；叉车
工，1名，2800元。提供食宿，单双休。地址：象山经济开发区丹
霞路 89号；联系电话：65751218。

26. 乐酷娱乐有限公司：服务员，5名，男，2800元（18-28
岁）；收银，5名，女，2800元。地址：涌金广场 3号楼 4-1；联系
电话：65678999。
温馨提示：
1. 了解更多招聘信息，请登录象山就业网，或致电

65711323。
2. 单位招聘和求职登记请到县人力资源市场，或登录象

山就业网办理，我们竭诚为您提供免费、优质的就业服务。
3. 地址：象山工业园区创业路 1号（万华康庭小区南门

斜对面）。 联系电话：65711323 65765017

求职专窗
找工作到象山人力资源市场 欢迎参加每周五综合招聘会

mailto:xsbswwf@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