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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章芝华 文/摄

灵岩火山峰景区是一个新兴的旅游
地，位于定塘镇中坭村，东起灵岩山石
亭，西至中坭村旧砖厂，北起灵岩山，南
至中坭村东村口，毗邻象山影视城。集原
生态的山海风光、火山地质游览、娱乐休
闲项目为一体。

小雨淅淅沥沥，车子驶入定塘镇，远
远地就望见了灵岩山的主峰。烟雨蒙蒙，
远山含黛，整个山峰像是披上了一件灰色
的薄纱，犹如海市辰楼，更是增添了灵岩
山的神秘色彩。雨停了，天空渐渐地放了
晴，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

沿着景区东面游步道徒步上山，无数
个台阶层层分明， 一直蜿蜒至山顶。漫
山遍野都是杜鹃花的身影，越往上走，杜
鹃花越来越多，鲜红的杜鹃花，掠过身
边，花枝招展，伸手可及。绿树青山中片
片火红灿若朝霞。
灵岩火山峰是一个典型的火山构造，

形成于侏罗纪晚期至白垩纪早期，距今已
有 1.2亿年的历史。行走山间，山上已全
无火山喷发的痕迹，土壤发育，植被繁
茂。清风徐来，游步道两边松树藏绿，鸟
鸣声脆，令人心旷神怡。

一路走走停停，拍拍花儿，拍拍山海
风光，来到火山岩石标本展示区。这里展
示了 20余种因火山爆发形成的特色岩石，
每一种岩石旁都配有图例解说。原来，这
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不凡的经历，它们
有的喷射过，有的飞翔过，有的如海浪一
样翻卷奔流过。它们都曾经发出过巨响，

曾经闪耀过最璀璨的、最绚丽的光彩。
脚下的这片土地，在千亿年的演化

中，已是经过大自然之手惊天动地般的锤
炼与锻造，经过无数个日月变化沧海桑
田，现在仍然可以看见它的与世殊异。它
像一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
上，如今终于掀开神秘的面纱。

这里的岩石风化的很厉害，都被剥蚀
成了粼粼锯齿。抬头仰望，灵岩山主峰已
赫然在目。山体海拔不算高，山峰呈倾斜
的柱形，两侧各有平缓的岩峰依托，形成
一个鲜明的 “山”字。岩峰表面流纹产
状陡直，原来是火山爆发的大量残质经过
通道运移至火山口而喷出地面，冷凝后成
为岩石。火山口经风化剥蚀，残留的火山
颈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奇特秀丽、蔚为壮观
的灵岩火山峰。

这里的每一个岩峰，每一块石头，都
是火山岩浆轰然奔流熊熊燃烧后的余烬。
穿过漫长的岁月风尘，它们高高耸立，依
然述说着当时火山喷发的剧烈壮观。面对
着这个沉寂的山峰，眼前似乎浮现出亿年
以前鲜红、生动的一幕。

乘坐观光扶梯到达山顶，可以欣赏到
美轮美奂的田园美景和山海风情。一望无
际的田畴阡陌，映衬着青山白云，蓝天碧
海交相辉映，如诗如画。大塘港像一条连
绵不绝的金色海岸线，环抱着整个定塘镇，
使村庄有了山水相生、动静相融的灵气。

灵岩山独特的地貌形态，自然淳朴的
山海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经过
灵峰楼，前面仿古城墙的天坛上聚集了很
多游客，还时不时传来尖叫声，原来是胆

大的游客在挑战高空吊桥。步步惊心吊桥
横跨峡谷，如两条彩虹横空出世。走在吊
桥上，脚踏木板，手握铁索，摇摇晃晃，
飘飘悠悠，如荡秋千。桥下是数十米的山
谷，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桥面晃动，给人
强烈的视觉冲击：桥上走，腿颤抖。

一位女子在朋友的鼓励下颤悠悠地上
了桥，只见她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一步
一步地向前挪动。突然一步没有踩稳，手
忙脚乱，吊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引起一片
惊叫声，真是名副其实的步步惊心。在桥
上踱步，脚踩风景之上，闲情逸致，尽在
步移景换之间。

灵秀俊美的自然风光，结合惊险刺激
的娱乐项目，让很多游客放慢了游览的脚
步。前面就是悬在两个山峰之间的玻璃吊
桥，山体落差数百米，那吊桥高高地悬浮
于空中，看着就让人惊心动魄。因为刚下
过雨，桥面全是湿的，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虽然不是第一次走玻璃桥，我还是有
些恐高，只敢在桥的边上走，一手扶着栏
杆，眼看远处不低头。亦步亦趋，走走停
停，走到桥的中间，慢慢适应，步履轻松
了许多。
走在桥上，犹如漫步云端。脚踏浮云，

腾云驾雾，让人感受云中漫步的神奇。透
过玻璃俯视，天空在心，路在脚下，千沟
万壑尽收眼底。快到玻璃桥的尽头，桥面
突然发出玻璃碎裂的声音，吓得我双手抱
紧栏杆，蹲在桥边，不敢动弹，仔细一看
原来是桥边音响发出的特效声音。

刚刚在玻璃桥历险，心里还在咚咚
地跳，前面就是高空秋千又一险。远远
地听到尖叫声，不由加快了脚步，心里
在纠结要不要玩这个游戏。高空秋千临
崖而建，从平台往外荡出去的时候整个
身体是悬空的，没有任何依靠，让你在
空中体验命悬一线的刺激感。当看到长
长的秋千瞬间向悬崖外荡出去的时候，
站着旁观的人都尖叫起来。秋千越荡越
高，像是要离开崖壁飞翔起来，光看着
就让人刺激得不得了。

高空秋千的旁边是玻璃水滑道，从上
往下看，颇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途中
有一个大转盘和多个 S型弯道，似一条神
龙盘踞在大山之中。听工作人员介绍，这
条玻璃水滑道全长 1300 余米，落差数十
米，最快滑行速度 30 码。我坐上了橡皮
艇，顺着激流而下，纵然水流冰冷，也不
能熄灭心中的热情，张开臂膀，穿山越
谷，迎风飞翔，把眼光伸向天空深处，心
怀美好，心怀世界。

下山途中，邂逅了一场太阳雨，烟岚
涌动，灵岩山又笼罩在薄薄的烟雾之中。
行至山脚回头，看到了霞光四射的彩虹，
仿佛熊熊火焰映红了整个山峰。

通讯员 马云才 文/摄

海南三亚有迷人的阳光、神秘的海
水、童话般的沙滩、还有一片椰林。这里的
原生态，给人以不真实的梦幻之感。那是：
没有纤尘微垢，蓝如绿宝石的海水；温润
细腻，美如上品绒花的细沙；咸腥豁达，丰
神俊逸的海风；顾盼生辉，多姿多彩的热
带、亚热带花草……

让我心摹神追的是摇曳生姿的椰林。
椰子树挺直硬朗的主干，向天空伸展，节
节拔高。它，没有分枝，只有阔大的羽状叶
片，参差开来，从主干次第探出。主干一如
巨型花梗，托举着错落有致的一片片羽
叶，浑然天成为绿叶花。大地上，铺排着无
际无涯，极为壮观的绿花之海，有如神谕，
大写意地抒怀气势恢宏的绿色抒情诗，叹
为观止。

漫步其间，婆娑起舞，风情万种的叶
子；清新芬芳，流光溢彩的椰子，将我心浸
润，熏染为一泓蓝湖，如梦如幻，亦醉亦

痴。仿佛有双翅拱出，成了飞天，裙裾飘
飘，绕树三匝。似乎自己一点点融化了，与
椰树合而为一，成了一个绿色的诗眼，在
蓝如婉玉的高天之下，美如香枫的大地之
上，浪漫而舞，灵犀而歌。将金色阳光，蔚
蓝海水，纯银沙滩，妙曼椰树的美质灵气，
浸润，传递，辐射，让浑浊的生命场与神灵
相遇，完成一次心魂的清洗与升华。

那天傍晚，月华如水，夜色似梦，我们
鱼贯登上了豪华游轮去夜游三亚湾。导游
告诉大家，这次乘船夜游的价值完全是免
费赠送的，而且船上喝的椰子汁免费，喝
的啤酒也是免费。游客们兴高采烈，喜出
望外。汽笛响后，游轮启航，大家全都从徐
徐移动的船舱里涌了出来，甲板上或坐或
立，并不时指指点点，赞美夜空中最亮的
星星，赞美灯火辉煌的椰梦长廊，赞美三
亚这海天的仙境、热带的天堂。

这时，我依然伫立船舷边，眺望着海
岸上、椰林中，那千千万万盏灯火仿佛被
晚风擦拭得愈加璀璨夺目了。

漫步三亚海滨看椰林摇曳

神秘灵岩山 奇秀火山峰

记者 郑丽敏 文/摄

且听鸣凤锵锵，鼓乐洋洋，且
看百里乡邦，十里红妆，蜿蜿蜒蜒，
浩浩荡荡，好似游龙驮来金凤凰。
半副銮驾，一身荣华，凤冠霞帔仪
天下。人道是，浙东女子尽封王。

话说南宋初期，山河动荡，开国
皇帝宋高宗，为金兵追杀，落难明
州，逃奔西乡，得一村女冒死相救，
躲过一劫。高宗为报恩情，道明身
份，允诺他日坐稳了龙椅，且以门前
挂一肚兜为凭信，前来提亲。岂知村
女不以为意，付之一笑。一年后，高
宗当真遣人来寻。村女恐抗旨不尊、
惹上祸端，便与村民合计，一时间，
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了肚兜，真假莫
辨。高宗明了村女用意，索性下旨，
方圆百里之乡，凡女子出嫁，赐凤冠
霞帔，行皇族礼仪。

古老的传说为宁海十里红妆文
化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里红妆
文化园位于宁海县跃龙街道，整体
建筑由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
设计，其中外墙采用石头干砌，屋
顶使用青砖立砌，屋面为人字型无
梁空心楼盖设计，且使用的都是老
砖瓦片，建筑风格独特，放眼望去，
尽显古韵之风。走进院落中，青砖
红瓦、竹林幽幽、异石辅水尽显眼
前，灵性十足，意境悠然。值得一
提的是，这么美丽又有内涵的景点，
可以免费参观。

十里红妆文化园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十里红妆婚俗”为主题，
设置“百世流芳·红妆”“十里迎亲·婚
嫁”“洞房花烛·红鸾”“衣香鬓影·红
妆”“千年情缘·卧榻”“缑乡传承·非
遗”“匠心工艺·坐具”“文创展厅”等
10个展厅，全方位再现浙东地区特有
的婚嫁习俗和地方文化。

走进文化园内，就像走进了一
座传统婚嫁文化的宝库，明清时期
富家小姐的生活空间全方位地展示
在观众面前，清一色的红色看着就
很喜庆。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千工
床”和“万工轿”。床的三面围着可
拆装的雕刻板或彩绘屏风，乍一看，
像是一个小小的戏台。而花轿则是
明媒正娶的象征。闺房内的生活用
品也十分齐全，有精美的梳妆箱、
绣花架、小姐床、织布机，有针线
篓、针线桶、线板、针盒，还有丝
绸衣服、披肩、荷包、肚兜、香袋、
绣花鞋等。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待你青丝绾正，铺十里红妆可愿？
相信老一辈人都会对传统婚俗记忆
深刻，发嫁妆时，大件家具两人抬，
成套红脚桶分两头一人挑，提桶、
果桶等小木器及瓷瓶、瓮罐等小件
东西盛放在红扛箱内两人抬。一担
担、一杠杠都描金朱漆，流光溢彩。
床桌器具箱笼被褥一应俱全，日常
所需无所不包。长长的红妆队伍常
常从女家一直延伸到夫家，浩浩荡
荡，仿佛是一条披着红袍的金龙，
洋溢着吉祥喜庆，展示着嫁妆的富
足。为了重现这一华美壮丽的场景，
“百世流芳·红妆”创意序厅里，设
置了长桥石板路，200多个泥人组成
的迎亲队，鼓乐齐鸣，爆竹喧天，
转弯鸣锣，过桥放铳，挑的挑，抬
的抬，形态各异，喜气洋洋。

宁海十里红妆婚俗传承人何晓
道将自己收藏的十里红妆展品称为
“活着的宝贝”。凭着一种可贵的文
化自觉和博大的胸襟，何晓道矢志
不渝地为传承文化而收藏。随着时
代的发展，“十里红妆”虽然渐渐
淡出现代人的生活，但人们对婚姻
和爱情的美好向往从没有改变过。

赴宁海看一场古代白富美出嫁的“十里红妆”

通讯员 陆俊 文/摄
  

初春的射箭山，百花盛开春意融融，
漫山遍野的灌木林在春风细雨的沐浴下
抹上了一层翠绿，烂漫的映山红和着湿漉
漉的空气，传递着春的信息。

射箭山在县城北边，海拔 548米。雨
过天晴的日子，沿着山道登上山去。山峦
起伏、树林郁郁葱葱，火红的映山红正开
得如火如荼。映山红又名杜鹃花。人们上
山去会在路边采摘怒放的映山红。映山红
花色繁多、鲜艳夺目，花冠像漏斗形，有
红、粉红、杏红、雪青、白色的，有“花中西
施”之美誉。 

清晨，雾霭还未从山头褪去，鸟儿在
树上静静地停靠着，树梢上飘着的雾纱让
远处的山峰看起来显得有点虚无缥缈。 

沐浴着暖暖的春风 , 沿着岖崎的山
路，我爬上了射箭山山顶上，漫步在崇山
峻岭，尽享着春的诗情画意。天湛蓝湛蓝，
几朵白云在天上浮动着，脚下的小草以它
顽强的生命力破土而出，给山川披上了绿
装，五彩缤纷的映山红散发着阵阵芳香，
令人欲醉。

粉白相间的映山红，即朴素又简洁，
既有着少女般的温柔可爱，又充溢着青春
的活力。朝远山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山上
那一抹抹耀眼的红，山坡中，岩石边、灌木
丛中，层层叠叠、团团簇簇，漫山遍野的映
山红像一片绚烂的云霞，似一簇簇燃烧的
火焰，开得那么热烈，那么激情,那么绚丽。
又像人们用心扎成的一把把花束在山林

中舞动，连绵成一片片，好像涌动的红色
海洋，花海荡漾，香气浮动,如诗如画，美不
胜收。

我的到来，使鸟儿受惊，从我头顶掠飞
过去，“布谷、布谷”的鸟叫声也随之传来，
这是众多杜鹃鸟品种中大杜鹃的啼鸣声。

从我懂事起，射箭山映山红是我见到
过最美的花，它给了我童年的欢乐，它那
火红的烂漫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的深处，
它是我心中的一幅画，童年的一首诗。美
丽的射箭山风光秀丽。春风和煦时，万紫
千红的映山红又开遍了山野, 肆意绽放着
的春之使者们热情洋溢地装扮着崇山峻
岭。映山红在绿树的衬托下，色彩分明，格
调清新，把大山深处的早春表现的淋漓尽
致。映山红无论远观还是近看，似云在飘
移、似霞在游动、似火在燃烧、似情在涌
动、似画在舒展。那些生长在贫瘠的岩石
丛中和山崖顶上的映山红，没有土壤、没
有依附、没有水分滋养，但照样花开不败，
顽强的生命力更使人感慨万千，朵朵争
艳、催人奋进。

我带着无限的依恋告别如诗如画的
杜鹃花依依不舍地返回。采了一大把映山
红，带回家去，准备插在窗前的花瓶里，让
好心情一天天陪护着。此时此刻我的耳边
仿佛回响起那首歌曲 :“夜半三更哟盼天
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满山开遍哟映山红。”是啊！映山红不但美
丽可爱，她还代表着那种火一样的激情和
奋发向上的精神，代表着人们对美好前景
的期盼。

山上开遍哟映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