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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桃花香
大壮农场景醉人

百里追寻菩堤峰
通讯员 王良庆

记者 董小滋 文/摄
相约着一起出
趁着阳光正好，三两个好友，
发。从疫情的压抑下挣脱，
在城郊来一场踏青赏
花、采摘垂钓、
嬉笑欢乐的春日游玩。大徐三角
地大壮农场，集赏花、采摘、烧烤、垂钓于一体，
无论小伙伴们有多少不同意见和个性需求，统
这样的春游体验
统安排得明明白白，一次满足，
必须走起。
“大
从县道左转进入乡间水泥路，顺着路边
壮农场”
的指示牌，沿着只能允许两辆车并排行
驶的笔直水泥路上，沿途就能看到成片的大棚
和种植着各种水果的农家基地，红美人、青梅、
猕猴桃、
樱桃、
水蜜桃，
放眼望去，
高低山坡错落
有致，农田果园阡陌交错，
整个农场在春日暖阳
下抽枝开花，
发芽结果，十分生机盎然。
油菜谢了桃花开，
赏花踏
梅花过后油菜黄，
青尝草莓。这样的节奏，
是每一个象山人春天打

卡的必走流程。前几天朋友圈里开的最旺的就
要数油菜花了，而这几天大壮农场 40 多亩桃花
纷纷扬扬，
灿若朝霞。这粉
已到花期，满园盛放，
红的桃花，不似梅花般刚毅，不似樱花般妖娆，
恰似略施粉黛的姑娘，温婉、轻柔。徜徉在这桃
花园里，似走进了折颜的“十里桃林”，期待着
“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
这 40 多亩的水蜜桃
农场负责人王希裕说，
是农场主打产品之一，赏桃花也是眼下农场的
主要踏青项目。赏完桃花，农场另一王牌产品大
樱桃即将挂果采摘，也将迎来一波农场采摘游
小高潮。
王希裕说，大壮农场的大樱桃是从欧洲和
美洲引进的适宜南方栽种的新品种，与平常在
水果店买的高端水果车厘子是同一品种，也是
是春季较早上市的水果之一，与其他常见栽种
的樱桃有明显区别，果实色泽艳丽，脆甜可口，
核小肉厚，吃一口，满嘴爆汁，香甜的汁水充盈

口腔。来大壮农场采摘车厘子，这种平时在水果
店贵到离谱的水果就能放肆吃，让你分分钟实
现车厘子自由。
除了赏花、采摘，大壮农场还有更多隐藏功
能。原来看似简单的一个休闲农场，竟然是一个
农场创立
占地 200 多亩的好地方。王希裕介绍，
于 2014 年，是一个以绿色农业、精品农业为特
水蜜桃、
白枇杷、
象
色的有机农场。现有大樱桃、
山红美人等十几个特色农产品，目前正在抓紧
锦鲤观赏、散
修建游步道，烧烤野餐、
鱼塘垂钓、
集观光、
旅游、采
养家禽等功能也在逐步完善，
预计下个月基本完工
摘、垂钓、休闲等为一体，
并对外开放。届时，可承包前来游玩的游客一整
天的娱乐活动。
花开春日正当好，踏青采摘闹春光。趁着难
得的好天气和更加难得的空闲时光，约上好友，
一起去大壮农场走一走，赏一赏这稍纵即逝的
春景。

等慈禅寺听梵音

特约记者 毛亚莉 文/摄
沿着千丈岩那条盘山公路行驶可以直达等
慈禅寺。古寺藏身于山窝窝的茂林之中。眼前的
饮水库，
烟波云影，散发着一股灵秀之气。
湖边的那条小路是块石路，两边长满野草。
右边有个不高的山坡。凤跃山像一只大象，向东
南延伸的那段山脉像极了大象的鼻子。在象鼻
的两侧，
恰好各有一座寺院，就像大象的两只眼
睛，明晃晃的。当地市民把踞于西侧的等慈禅寺
称作“西寺”，把踞于东侧的宝梵讲寺称作“东
寺”
。
风光秀丽。等慈禅寺始
等慈禅寺绿树成荫，

建于南北朝元嘉二年，初名“凤跃院”
，已有
1500 年历史，于宋治平二年钦赐“等慈禅寺”匾
额，是象山佛教的发端之地。地处丹城旧城北门
外，凤跃山西麓，其间经历了各朝各代的兴废，
几经毁败修缮。1987 年 9 月，省政府批准其作
为佛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并支持寺院重行修
复。如今等慈禅寺已有殿堂僧宅近百间，占地
1.4 公顷，建筑面积 7000 余平方米。
缘湖前行，曲径通幽处，寺院的钟馨声随风
飘来。走进院内，但见僧人和信徒同堂，烧香的
烧香，拜佛的拜佛，梵音缭绕在寂静的山林里，
等慈禅寺的神韵禅意，心也宁静安详。
寺院依山而建，层层递进，一眼望去，浓荫

蔽日，
满目绿色。穿过圆通宝殿，我沿着边上的
一条石阶拾级而上，第二层是台基高峙的大雄
宝殿，
再登上一组石阶，眼前出现一座气势雄伟
的大殿，正原法师告诉我：那座是千佛殿，是刚
两年前开光的新殿。进入殿内，只觉金碧辉煌，
主佛为五方五佛，中间那尊是中央世界毗卢遮
那佛，四周壁上供奉着千尊守护佛菩萨琉璃小
佛像。
寺院后背的山上，全是翠竹，层层叠叠的竹
叶反射着阳光，似乎布满了禅意。在此吮吸着新
鲜空气，
让人神清气爽。立于殿前综览全寺：自
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为天王殿、圆通宝殿、大
雄宝殿、
千佛殿。两侧分布左右厢房、钟鼓楼、方
丈楼、藏经楼、僧寮、宾客楼、斋堂以及碑廊等。
整片建筑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掩映在绿树
丛中，
让人感觉如临仙境，心中的尘俗顷刻间被
涤荡得干干净净。
接着，我随法师走进一间茶聊室。室内除了
一套完整的茶具，
还有书柜和简约的盆栽，清幽
我听他浅谈现代寺院与人
雅致。在袅袅茶香中，
西寺一直沿袭着
们的密切关系。他说，多年来，
祖庭文化，恪守祖师遗训，不断地在佛教慈善道
路上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譬如，参与社会
多项慈善事业，捐衣捐款，赈灾救灾；供奉百姓
亲人的牌位，方便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法事超度
亡灵，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心；两年前他们还
开设了这个环境清幽的茶聊室，让每位善男信
女可以手持香茗，静静聆听梵音轻唱，让人心
清如水，意淡如云……
窗外，香火袅袅，缭绕在寂静的山林里。正
只有选择了慈悲善良，灵魂才能得
如法师说的：
到真正的宁静。
徜徉于佛教圣地，惠风掠过满山的翠竹，带
着菩提的芳香吹动了屋檐下的风铃。在此飘飞
的每一片树叶，每一缕青烟，无不带着人性的
抚慰；
在此敲击的每一声木鱼，每一记晨钟，无
不洗涤着凡夫的俗念。

菩提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
县，
是新昌第一高峰。菩提峰中的
“菩
提”一词是佛教梵文的音译，意思是
觉悟，智慧，用以指人忽如睡醒，豁然
开悟，突入彻悟途径，顿悟真理 ，达
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等。菩提峰，佛系
的山名，引起我强烈的好奇。
去年 11 月的一个周末，我终于
下决心去攀登菩提峰。不巧那天碰到
大规模的修路，只能绕道。顺着户外
向导碑前行。路遇一位 70 岁的老人。
他姓俞。俞师傅也是登山爱好者。与
他一交谈后，他准备陪我到菩提峰的
山路入口。
车子 经过 岭顶 的观 景 平 台，左
弯，在道路左侧，从一条刚才路过的
土质机耕路，一直上坡，来到新开辟
的果园。果园里弯弯的土路尚未压得
很实。突然，一个转弯，为避左侧的路
坡，我的车轮离开了路痕，开始在松
动的土石坡上打滑。我和老俞师傅下
车了，想了些办法，都没用，再试着倒
退，却把右侧双轮开进路边的排水浅
沟里，沟边是土坎，几乎要擦到车身，
这下完蛋了。突然，空旷的新果园里，
40 开外的园主胡老板喊了过来，胡
老板与老俞师傅熟悉的。
胡老板从果园地里下来，豪爽地
把我车子从危险的境地里开了出来。
谢过老板，我对俞师傅说，今天
找到了菩提峰的入口，时间已近 3
点，
还是回去，等下次来爬算了。想不
到俞师傅说：
“今天已到这里了，我陪
“您吃得消
你爬上去。”我担心地问：
吗？有三高吗？”
“没事。”
俞师傅爽朗
地一边说，
一边走进了山道。
早上还有细雨的，此刻蓝蓝的一
角正从云缝里张望出来，山路不干也
不湿。俞师傅大步上山，我已气喘呼
呼，我喊俞师傅要小心慢慢爬。一路
上，几次喊下来，老俞师傅开始一次
次地停下来等我了。
等我们爬上山脊，早已满头大
汗，俞师傅却一脸轻松，没见大汗，不
用喝水。我看看西侧的山峰，高高的。
我提议向东沿平平的防火道走一段，
眼睛一亮，多云的天空唱起了雾曲，
白云如哈达挂在山脖子上，啊！美极
了！我百里追寻菩提峰，或许只为了
此时此刻此景此情。
菩提峰海拔 996 米，在小将南
部，山顶埋有“绍兴之巅”条石。自东
北入境，构在小将至沙溪山地。在菩

提峰北侧防火道旁有 3 块巨石，人称
菩提菩萨，中间一尊高达 12 米，有头
有脸，有肩有手，似一位打盘坐的活
佛，神态庄严，旁边两尊也像身披袈
菩提峰之名因此而立。
裟佛像，
我几次喊：
“俞师傅，您等一下，
我给您拍个照吧？”老俞师傅几次都
说：
“我不拍照的。”望着老人的背影，
我自叹不如，不过一颗沉重的心，也
就渐渐地放了下来。
我对俞师傅说：
“ 我们还是下山
吧，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天要暗下来，
下山就困难了。”老俞师傅说：
“今天
到这里了，就一定要爬上山峰！”根本
没有商量的余地，70 岁的老人便嗖
嗖地把我落在了后头。没办法，我只
能乖乖地跟上。
防火道边几块岩石不错，我站在
上面，
远眺东方的美景，拍了照片。老
俞师傅说：
“这里的南侧绕山过去，有
个岩洞，以前曾有人在那洞中修练，
今天没时间过去了。”
脚下的泥地还是有点滑，小条滑
溜的新鲜足迹，老俞师傅和我都想不
到是什么动物走过，人，肯定不是；野
猪，好像也不是。
在我们快登上菩提峰峰顶时，一
只黄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没有哞
哞声。我们走近它，它往西下的山脊
防大道，悄然不急地离开几步。我终
于请动了俞师傅，在峰牌前拍了几张
照片。我建议摘下帽子，老俞师傅说
不用的，最后却让俞师傅尴尬地露出
了“蒋光头”，
不过，还真有点像唉！
这时，蓝天渐渐地变大了一些。
我开始贪婪地徘徊在山上，老俞师傅
也开始几次催促我下山：
“不早了！”
晚霞从高高的树梢透出，山路也
慢慢暗淡下来。俞师傅仍然在前面，
不要登山杖，紧走快赶，而我用了两
根杖紧追不舍。等到走出树丛重回果
园时，露了一脸的太阳早已下山，只
留满天变幻着的云霞速速地暗淡失
色。
我在弯弯的果园车道上，看着霞
光，真的边发呆边快步。
当我们回到两个多小时前偶遇
“那东西不
的柏油县道处，俞师傅说：
拿了，明天来拿。”再过一个弯，前方
有五六个人打着手电过来，俞师傅认
出了。原来，俞师傅的老伴叫上几个
老邻居，正往山地去找人呐！半个下
午，俞师傅没带手机，也没记住电话
号码，我也快乐得忘了提醒俞师傅打
电话告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