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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登荷花芯山

通讯员 柴彩菲 文/摄
初冬，对户外人来说是个爬山的黄金
时机。周日我跟着叫兽户外队去攀爬县内
十大名山之一，
海拔为 588 米的荷花芯山。
一小队人从巴龙头村村后开始登山。
早晨，林间的空气特别清新，深呼吸，便有
一股清凉感充盈正个胸膛。
一融入山林就被大树和灌木包裹起
来，仿佛我们就是山里的一个个精灵。山
里很安静，也少有人大声说话，全默默行
走着，颇有点修行者的味道。
无人踏足的地方也有鲜花独自美丽，
即便了了几朵，也足够在这萧条的季节里
给人以惊喜。野菊花清亮淡雅，散发着阵
阵幽香。这个季节还可以见到盛开的杜鹃
花，真是难得，是不是它被花神遗忘了，故
而流落在此。
队友分享的红豆杉果，成熟饱满，透
红透亮，忍不住放进嘴里品尝一下，甜甜
糯糯的味道，有一种属于相思的味道。
此时，山上最多的是赤楠果，尚未成
熟，如一群青涩的孩子，拥簇着，挤挤挨挨
地仰着个笑脸看着我们。那是我童年最爱
吃的野果子，每年都心心期盼冬天的到
来。等霜压过后，满山寻找这果子，一把把
放嘴里，甜甜的，肉肉的，把个嘴唇染得深

紫深紫。
这个季节是野果子亮相的好辰光，叫
得上名或叫不上名字的，一一在我眼前晃
动。有花瓶状的，珍珠状的，带刺儿的，红
的黄的，勾勒出小时候的那份快乐与纯
真。即便是那苍绿的蕨类也让人心柔成一
泓水。
山道上铺满松软的落叶，踩在上面发
出“嚓嚓”的声响，正合着沉稳的呼吸，汗
水悄然地滴落，身心里一种通透感让人有
些许满足。
好像所有事物不行则废，山也是。也
许这座山好久没人上来过了，我们走着走
着经常被一些荆棘挡住去路。幸好达哥带
了一把柴刀一直在前面劈荆开路，我们才
得以顺利前进。
在接近山顶处有一鱼鳍状的巨石突
兀而立，队友们纷纷上去留个影，经常走
户外的人就是如此容易找乐子。在他们眼
里，一石一木都是如此美好，一山一水都
值得留恋。
终于登上荷花芯山山顶。极目远眺，
江山在怀，临风而立，心绪飞扬。听人说，
登上此山可以看见荷花的样子。我不知道
那连绵的群山中哪几座是花瓣之一，自叹
没有风水先生的慧眼，但心有荷花，天地
有佛。

下山的路比较平缓，没多少工夫就来
到小白岩村。这村子倚山而建，村前古木
苍秀溪水清流，给人一种宁静安逸的感
觉。
在村会所前，我们稍作休息，吃点干
粮喝点水。一村民拿出珍藏 8 年以上高粱
酒招待我们，村民淳朴又好客。
我们决定翻过顺风岭到墙头仓岙水
库。这是一条海拔 400 米左右的古道直
达山顶。一路上树木清寂泉水淙淙，薄薄
的苔癣附着在石块上，时空的凝重感在我
们周围流淌。
我喜欢这山里的一切，无纷扰无杂
念，
淡淡的草木气息安抚人间烟火。
半道上，浓密的灌木扯起一道墙布竟
然把古道给遮移了。我们只好另辟蹊径，
硬是从半山腰扒出一条野路来。钻柴洞攀
树枝，如一群山兽东窜西突。尽管有点折
腾，
但觉得这种体验蛮刺激新奇的。
没有过不去的山，我们顺利突围，仓
岙水库已经在眼前了。这一回的爬山虽然
上升高度达 1000 米左右，但总体来说不
觉得很累，或许是因为身边与有趣的人为
伴，或许是因为这山本身就有神秘能量在
加持着我们。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喜爱所以坚
持。

宁海红岩谷火山遗迹 神奇的大自然景观

通讯员 张海华 文/摄
宁海红岩谷火山遗迹位于岔路镇夏
孔村的王爱山之南坡。此地属于宁海西
南部，与天台县交界。在《徐霞客游记》
里，这位“游圣”提到他两度曾游历王爱
山。第一次游历是在 1613 年 5 月 20 日，
他在游记中说：
“ 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
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
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
麦……”筋竹庵至今犹存，正是在王爱山
上。
那天，我和女儿从宁波市区出发，去
寻访红岩谷。一路上都在下雨，远山笼罩
在云雾之中。在宁海南出口下高速后不
久，便驶上了盘山公路，约 20 多分钟后到

了夏孔村，全程 100 公里出点头。到了村
里，经老人指点，方找到路径，到红岩谷附
近的竹林旁停车。运气真好，此时竟然云
收雨散，出太阳了，正所谓“雨后新霁”。
抬眼远望，周围大部分地方比较平
坦，田地里种的几乎都是掌叶覆盆子，即
当地所谓“葛公”是也。只有左前方，是靠
山的成片的毛竹林。我想，既然红岩谷是
火山遗迹，应该是贴着山体的，于是穿过
“葛公”夹道的田间小径，进入竹林，然而
并不见任何山岩。
正彷徨之时，遇到 3 个当地男子扛着
农具走了过来。我赶紧上前打听到红岩谷
该怎么走。他们很热情，其中一位大哥还
主动在前引路。在竹林里，他忽然说，现在
竹笋很鲜的，我挖一个你带回去吧！我推

却不过，只好笑纳了。没走几步，他又说：
“这里还有一个，你再带一个吧！”这回我
真的不好意思了，就坚决不要了。走到竹
林边缘，这位大哥指着不远处的一片人工
栽种的樟树林说：
“你先走到这片树林，然
后再根据指示牌往下走，就可以到红岩谷
了。”
我连声感谢，依言而行，果然顺利找
到了红岩谷。原来，红岩谷就在两块平地
之间的峡谷中，峡谷的对面，乃是天台县
泳溪乡。此处的王爱山，山顶地势平坦，就
像徐霞客所说“山顶随处种麦”，让人有种
并未身处山顶的错觉。我们再次穿过种满
“葛公”的田野，拐入底下的山谷，顿时发
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
个随处可见怪石、奇洞、老树、古藤的充满
原始气息的世界。
跟我在宁海茶院乡见到过的古火山
遗迹一样，这个峡谷旁的山崖的岩石构
造，也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柱状节理，也
有石林景观。
不过，此处的石林，跟宁海茶院乡的
陆上石林或象山花岙岛的海上石林都不
一样。这里很少有连排的整齐的石柱，而
更多的是由各种不规则的大石头堆叠而
成。这些石头，其实真正称得上是红岩的
不多，倒是有很多或苍黑或灰绿或深褐的
岩石。
在葱茏的草木的掩映下，这里的一
切都透着一种神秘感。很久以来，当地
人发挥想象力，给这里的石柱、洞穴、巨
岩起了不少形象的名字，并加上了神话
传说。
比如，有个石洞被称作“观音莲座”。
有块巨岩被称作仙人岩，这块仙人岩的底
部，各种颜色的大石头呈堆叠状。而从侧
面看，这仙人岩的轮廓，很像是个巨人（也
有人说是巨大的神龟）在攀爬。

西沪港畔张弹鰗
通讯员 白国璋 文/摄
弹鰗穴居于软泥质低潮区， 潮 退后 ，
在泥涂匍匐跳跃、觅食，自然形成黑金般
的肤色，然而它还是觉得身体需要有些装
扮，于是在灰黑的袍子上装点几粒白色而
得意洋洋，把深蓝色的背鳍左右甩摆。
但是它不自信，当人们在堤岸边走过，
它慌张地跳入泥洞里，或者头顶两颗细小
的眼珠，专注地观望，时刻防备你有什么
伤害它的动作。不过它无论如何精明，常
常会成为人们餐桌上一道精美的小菜。
从滩涂到餐桌，一般是沿海渔民“赶
小海”的杰作。冬至以后，天气偏冷，弹
鰗大都穴居洞内，需用锄头“掏”，俗称
“掏弹鰗”。立夏至冬至，弹鰗在滩涂上跳
跃觅食，拾海人捕捉弹鰗，俗称“张 弹
鰗”，或者叫抲弹鰗。
相比较而言，“张弹鰗”更具技术性，
更受人们青睐。在西沪港畔，至今还能看
到拾海人张弹鰗的身影。
“张弹鰗”的工具主要是“海马”与
“竹筒” （俗称弹鰗棍）。海马，是用三块
宽约 0.35 米、长约 1.8 米的“弧形”木板
钉制而成，头翘底平，在海涂滑行，既省
力、便捷，又能运载“竹筒”等实物。
“竹筒”一般采用上下大小基本一致
的刚竹、雷竹或毛竹梢端截锯，长约 30 厘
米，底端留着竹节，筒口直径约为 3 厘米。
截锯后的竹棍，上端内口磨去棱角，剥去
竹皮层，浸葬在泥涂和海 水中两周以上，
把竹棍的筒壁颜色变黑，这样方可使用。
张弹鰗，看上去简单，其实很有门道。
“退潮时插棍，涨潮时赶在潮前拔棍。”这
是张弹鰗的基本法则。潮水退潮后，拾海
人“骑”着海马，在滩涂上依次寻找弹鰗
的洞穴，并把竹棍插在洞边。
插完竹棍后，用手抹平弹鰗洞口和近
边涂域，做好标记，以便拔棍时辩认，然
后沿途依次插棍。弹鰗出洞时，遇到洞口
受堵，拚命向外挤钻，出洞后的洞口会自
动闭塞。
当它返回洞口时，误以为竹 棍 “洞 ”

就是它的家，于是毫无戒备地跳了进去。
当地民谚说得好，“好请勿请，弹鰗落竹
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初八廿三小水潮是张弹鰗的最好时节，
由于小水潮潮水上涨慢，时间长，弹鰗都
在洞外的滩涂上尽情地跳跃，此时作业能
够获取更大的收获。
一般情况下，拾海人每次插、拔竹棍
都在上百或几百个，而海马一次运载弹鰗
棍只能在 100 个之内。因此，拾海人把事
先浸葬在港边滩涂的弹鰗棍作为随时补充
之用。弹鰗棍插下半小时后，就可以依次
拔棍。
张弹鰗与气候因素相关。若遇七八级
以上的大风，海涂上竹棍筒在大风的吹拂
下，会出 现泥浆堵“棍筒”。如果是大雨
天，泥涂中的竹棍筒灌满了水，进入竹洞
的弹鰗利用水的润滑就会反跳出筒，这时
才会劳而无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沪港畔的沿
海农村, 张弹鰗是很多农渔民的一项谋生技
艺 。拾海人在海涂上作业五六个小时，可
以毫不费力地插、拔弹鰗棍 500—600 个。
一般情况下，每百个弹鰗棍平均捕捉
弹鰗在 70—80 条左右，一次就能捕捉弹鰗
10—15 公斤以上。现在由于海涂上大米草
蔓延，加上浅海掠夺性捕捞，以及滩涂养
殖使用农药等，致使弹 鰗生存空间缩小，
繁殖能力下降，海涂上的弹鰗大大减少。
同样耗时五六个小时 ， 现在 只 能插 、
拔 竹棍 100—2 00 个，一 次能 捕 捉 2 -4 公
斤弹鰗已经是运气不错了。因此，如今能
张弹鰗的人已经不多，像墙头镇岒下村有
近千村民，还在张弹鰗的，只有一位 65 岁
的陈云良大伯。这与其说是传统技艺的失
传，更不如说是面对资源衰竭和环境恶化
的无奈。
在不顾自然规律无节制地索取和生态
持续恶化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西沪港
畔张弹鰗的生动画面又将能成为一代人的
记忆。对此，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渔
业可持续发展，这是全社会需要关心的敏
感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