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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一片水乡的缘故，有人把
楚门称为楚洲。

在楚门，南兴街的宽阔绵长和湖
滨路一带的精致漂亮是出了名的。

湖滨路，一条坦荡如砥的大道，
从南兴西路往北逶迤而去，有“神龙
见首不见尾”的架势。大道东侧临
湖，四季花香树绿，浓阴夹道。浓荫
下、花香里，地毯似的芳草佳卉铺在
湖边水湄。一缕缕在湖面上走过的
风，湿漉漉水汽氤氲，冬暖夏凉的滋
养万物，滋养人。大道的西边楼宇座
座，商铺连绵，尽显“半边街”傍湖
亲水的水乡小城风姿。夜幕降临、华
灯初放、月色溟濛时分，是湖滨路最
温婉可人的景致。

静静地躺在湖滨路旁边的是一条
叫做“直塘河”的河流。“Y”形的直
塘河到这里算是末端也是起点了，因
为再往东南拐出去一点就进入了“龙
王河”的领地。此时的直塘河与湖滨
路并肩同行，像两位在同一起跑线上
的运动健将，奔跑于南兴西路的口子
上，箭一样地射向那目不可及的前
方。

前方有一座我管它叫“绿岛”的
渭渚，像一块从河底冒出的碧玉，将
直塘河生生劈成两半。被劈成两半的
直塘河荡漾着碎银般的笑容，前赴后
继地去奔赴一场与北门河拥抱的约
会，梦想着“终归大海作波涛”的那
一刻。

一东一西两座青石贴面的石拱
桥，横跨绿岛、横跨两岸，据说这就
是名声在外的“文房桥”了。远远地
看过去：两座文房桥东西并峙，既自
成一体相互呼应，又曲线起伏凹凸有
致。连接两座文房桥的是一片葱茏绿
地，绿地有大树参天、花草铺地，写
意泼墨般苍翠朴茂，绿得养眼。有人
说，遥望文房桥，就像一条身姿矫健
的青龙，忽隐忽现地腾跃于直塘河
上。

绿岛原是城郊的水上田园，南面
的文房桥和北面的楚洲桥先后贯通以
后，绿岛上迅速崛起了好几幢近二十
层高的大厦和一排排连体别墅，这些
大厦和别墅与湖滨路上的那些别墅大
厦们一同，擎起了楚门新城区的蓬勃
生机和崭新气象。绿岛的空旷处也蔚
成了一座以“多彩楚门”为主题“湖
滨公园”。

湖滨公园多姿多彩的：全长 1200
米的花岗岩游步道，铺展在公园四
周。斜阳下，游步道两旁的香樟树殷
勤地撑着绿荫，芬芳馥郁，如美女般
醉人。婀娜杨柳垂下的万千丝绦，温
情地挑逗着波澜不兴的河面，一串串
小水泡像夜空中的满天繁星，闪闪烁
烁。让从湖边经过的人们分不清是水
中的游鱼，还是岸上的柳丝骚扰了湖
面的宁静。游步道两旁齐展展的红花
檵木等绿植衬出了一条条悦目的色
带，演绎着湖滨公园里绿叶对根的情
意。游步道的边上，照例是形态各
异、选材有别、规格不同的亲水平
台、浣衣埠头，隔三差五的就有人们
正埋着头洗刷着，是镜子似的湖水照
见了他们不同的勤劳和灵秀。

公园是一片花的海洋，可见玲珑
花径隔出了红色、黄色、绿色、紫
色、白色等诸多色块，时有摇着遮阳
伞的女人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花波蕊浪
间流连，她们那衣的缤纷和伞的斑
斓，霞光般融进了烂漫花海，让那些
嘤嘤嗡嗡的蜂蜂蝶蝶们迷糊了方向。
人在花海徜徉，忽然间也就有了“误
入繁花深处”之惊艳。

去凉亭要穿过一片树林。这树林
就是刚才在湖滨路上看到的那片浓
荫。浓荫下，是公园的正门入口处，
路，从湖滨路和“湖滨社区”过来，
延伸在文房桥上。

南风悠悠吹，知了嘶嘶叫。紧傍
直塘河河心的这座凉亭，果然是一个
纳凉避暑的好地方，有“六月坐在凉
亭下，朝中宰相不如我”般舒爽。在
凉亭里，也是最能捕捉到楚门籍著名
作家叶文玲先生“故乡，是她心头的
一片绿荫”这般乡愁的。

在凉亭的石凳上坐着，与游人闲
谈：“这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被问的老人摇了摇头，但他憨厚
的脸上立时漾起了笑容，老人似乎答
非所问地回了一句：“这里原来是一
片荒地。”

“老人家，这里蛮清爽哦！”我
又问了另一位退休干部模样的老人。

“是这几年才好起来的。”退休
干部模样的老人告诉我，“许多年
来，镇里陆陆续续地在直塘河建起了
文房桥、楚洲桥。拆除了湖滨路上的

违章建筑，搞起了绿化，也清理了这
一片河道，才有了今天这样子。”

哦，拆违章、治污水，这是“美
丽乡村建设”和“五水共治”工作的
重头戏，也是“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
点镇”和“江南经典名镇”建设的重
要内容。我不禁为之点赞。

一轮落日正在匆忙地收拾滚烫的
余晖。

过了好长一会，文房桥上的人越
来越多。我先登上了西面的那座文房
桥：但见桥洞呈椭圆形，五孔，像手
掌上竖着的五指，高大隆起，整座桥
就像一张弓。桥上台阶的中间部分，
是“楚门文旦”故事的人物石雕，像
摊放在文房桥上的一本巨幅连环画。

东面的文房桥，几乎与西面那座
一个模样，所不同的只是，东面文房
桥相当于两座西面文房桥的连体组
合，凹凹凸凸，连绵起伏。人在桥上
走过时，容易把短桥走成长桥，也容
易激发一边走，一边阅读直塘河沿岸
湖光水色的兴致。

但凡风景，远观和近看就是不一
样：两座文房桥凌空起势于直塘河的
潋滟水波上。桥的南端，宽阔的河面
大体能放得下大半个“玉环公园”。
这里有全市唯一的水上“音乐喷
泉”。东面是“湖滨社区”，再往东二
三百米处就是西青山上的那座清代书
声朗朗的“文房高阁”旧址。桥上骋
望，仿佛让我踏上了文房桥的寻梦之
旅，找到了破译文房桥桥名的密码暗
锁，触摸到了古镇楚门人文丰赡的文
化典藏。

边上的一位市民很热心地告诉
我，水上音乐喷泉喷放时，音乐声
中，冲天的水柱随着音乐的节拍和声
光电的变幻，很漂亮。那时，直塘河
四周看热闹的人很多，场面非常壮
观。这位热心市民的介绍很认真，也
很有现场感。他的态度和表述不亚于
一位合格的导游。

“不过，音乐喷泉的喷放时间是
周末傍晚的六七点钟。”热心市民补
充着他的热心。我不无遗憾地“哦”
了一声，脑海里尽是“喷珠溅玉”

“七彩霓虹”等字眼，尽是太湖边上
湖光水色的不夜景致，和杭州西湖音
乐喷泉的炫人风采。

楚门是水的故乡，有北门河、南
门河、前王河、直塘河、龙王河等18
条骨干河道和56条大小支流，构成了
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的河道网络。楚
门河多桥也多，桥桥纵横。“东桥水
月”“曲桥凌波”“廊桥古韵”和“文
房腾龙”，让楚门水乡的桥文化大放
异彩。楚门桥多亭也多，湖畔、桥
边、水口、路旁，到处亭亭玉立。

楚门堪称是一座桥和亭的博览
馆、展示厅！这真像边上的一副凉亭
联语中所描述那样“一湖珠玉纵横
绿，两岸亭桥顾盼生。”我想，这联
语，只配江南水乡楚门。

水，是楚门的血脉精魂，也是楚
门的一张金色名片。可曾几何时，水
乡楚门的河湖港汊遭到了严重污染，
好端端的母亲河竟然污水泛滥、浊臭
冲天……

近些年来，楚门镇陆续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取得了河道整治的明
显成效。据镇长叶兰美介绍：仅今年
以来，楚门镇在完成楚门河段水系一
期、二期整治的基础上，又投资了
1200万元，开展了“全域美丽河湖”
建设。据了解，全长 11.85公里的塘
垟前港、北门河北段、三联河、中央
河、东门河北段、田岙溪、直塘河等
7条河道，通过推进“黑臭河”“垃圾
河”整治，已从源头上控制了污染
源。同时，楚门镇还在塘垟前港、东
门河北段、三联河等绿道的亮化改造
过程中，重视注入江南水乡元素，实
现了从“治水”到“亲水”的华丽蝶
变。

于是，就有了这一江清流盘旋回
环于楚门的中央河、闸头、大渭渚、
小渭渚、小桥头、沙河、水门、塘
洋、沙蟹屋、上湖头、下湖头等，河
道间缀满了村舍民居，也缀满了田园
画图。

此时，徜徉在文房桥上的我，耳
边响起了楚门镇党委书记金加树的
话：“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朝着习总书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方向
走下去，努力把‘江南经典小镇’楚
门，打造成一座‘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漂漂亮亮的水乡
小城市。”

有风从河上吹过，从茂盛的水生
态植物的嫩叶上吹过，味道是清爽干
冽的。

老家离海只隔一条窄窄的石板小巷，走过这两米
来宽，一望无际的海便苍苍茫茫铺展在眼前。我觉得
这样的海是我的，她跟我的老家住在一起。

炎炎的阳光照耀下来，海面像盛装的女孩，发
上，身上，脚上，从头到尾镶上无数细碎的钻石，一
闪一闪，叫人眼花缭乱；当雨水倾盆而下，只要不起
风，海面却又像个糙皮的汉子，石子般的雨点入海即
化，几乎连个水花都不见，任敲打撞击，照旧滚滚东
去，不喊痛也不喊痒。

傍晚时分，夕阳像是大拇指沾上红彤彤的印泥，
在海天交接处按了个手印，又或是我的海起了少女
心，在自己额头点了颗朱砂，整个海面便绚烂起来。

“半江瑟瑟半江红”，总让人忍不住吟起这首诗。顽皮
的孩子们会爬上林立的礁石，捉着四处逃散的小螃
蟹，也不怕被小小的蟹脚夹住手指。我是怕的，我只
适合入夜时分坐在岸上，听着涨潮的海水拍打着礁
石，声音不大，稍微低沉，有着不紧不慢的节奏，不
知不觉就想这样打个盹。

圆月悬挂在头顶，一点两点的星星相隔十万八千
里，寂寥地闪烁。漆黑的夜幕竟显得微微有些清朗。
爸爸将古老的渔网撒下去，自己便随便找块石头坐
下，默默望着海面，有时会点一根廉价的烟，烟头的
红点偶尔会吸引我的注意。最让我来精神的是，爸爸
突然站了起来，略略弯腰驼下背，抓起绳子，快速往
上拉了起来，渔网随之快速浮出水面，随后爸爸会稍
稍放慢速度，海水从网眼漏回海里。当渔网完全脱离
水面，银色发光的鱼在网底跳跃企图逃窜，可惜已经
来不及了。“嘿嘿，十块钱到手了。”往往爸爸会这样

轻声吆喝一句。即使没有灯光，我依然能看见爸爸又
黑又瘦的脸上满满的快乐。

现在早就没人使用这种古老的捕鱼工具了，没有
人愿意把上百斤的工具硬生生扛在肩头走上一段路。
人们更愿意拿着轻巧的钓鱼竿，甚至人们愿意包船出
海，花上大价钱，即使不一定钓到鱼。他们钓鱼是种
乐趣。爸爸钓鱼是种乐趣，更是为了谋生。而年幼的
我，只喜欢有爸爸陪着，看夜里的海，可以酣然入
眠，可以欢呼雀跃。

不要以为我的海总是那么可人，柔情依依。台风
来临时，她完全换了脾气。咆哮，怒吼，惊天动地，
都不足以形容她的暴怒。撞岸而起的浪涛掀起几十米
高从空中落下，一个巨掌拍在老屋的屋顶，肆无忌惮
翻滚而下，是否顺带呼喇喇挟走一溜的瓦片,主要看她
的心情。邻居的石墙轰然倒塌，被斜斜削去一角，顿
时断壁残垣。我的拖鞋明明整整齐齐摆在屋内，眼睁
睁看着被冲出门槛，在石板小巷里顺四处肆虐的海水
飘走了。我想追不敢追，海边没有人会对发怒的大海
不敬畏，哪怕是小孩。

哪怕她是我的海，就在我家门口，我日日夜夜枕
着她的呢喃长大、成人。

兴许我的海太过喜怒无常，老家拆除了，我的海
在我的老家拆除之前就被填埋了，兴建了栋栋高楼大
厦。它们肃穆美观规矩，再也不会像我的海一样翻脸
无情。

如今，我的爱捕鱼的爸爸也已然不见。我的海只
在我的心里。

早上，去小区旁边的车站小吃店给土豆买早餐
——楚门嵌糕。

糕店的生意很红火，一家亲一条龙服务，有捏糕
头的，有切糕馅的，其中一位三十来岁的女老板一边
熟练的包着糕头，一边笑容满面地吆喝着，看着路过
的，年轻的，或年长的，不论男女老小，她都能亲切
的招呼着，师傅啊，后生啊，姊妹啊，囡儿头，个个
听得心花努放。路过的行人本来就挡不住糕头的魅
力，想象那薄而糯的糕皮，那油而不腻的五花肉，还
有那棒棒的美味，这不又有女老板如此动听的称呼，
自然得包一筒尝尝。

我在一旁等着边听着那动人的称呼，心里不由的
呵呵一笑。

老话说：生意人生意嘴，会说话生意好开花。可
见生活中“称呼”多重要。

记起同事曾说过的一段经历，她去菜场买菜，买
好了菜才发现随身带的雨伞不知落在哪家店。正转身
去找，不远处肉铺店老板在大声地喊着：“老树人，
你的雨伞丢了。”那大嗓门整个菜场都能听到，同事
一听一愣赶紧不要雨伞冒雨逃离了。其实，那时同事
也只有30来岁，这个称呼可是真配不起。我想下回那
家店的生意，她肯定不光顾了。

还有前几天，带学生外出研学，导游小姑娘一上
车就对车里的学生们特别强调：你们得叫我姐姐哦，
不能叫阿姨，我会很崩溃的。

我在位置上听着乐着。是呀，这些大学生模样的
小姑娘，自然最不爱听“阿姨”这两个字，好像有一
种一下子被叫老的感觉。

更有一个经典的问路故事，一个城里人来农村寻
亲，迷路了，就问路边的一位大爷说：“老头，去某
某地怎么走，还有多远的行程！”老人瞥了一眼年轻
人说：“你直着走，还有 100丈就到了！”小伙不解问
道：“人家都说还有多少里路，怎么到你这就改成丈
了！”老人说：“你不按礼来，我们这就按丈算！”

小伙一脸茫然，回到家才明白原来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靠尊重与礼貌来获取的！

一声亲切、到位的称呼，给别人带来尊重，给自
己带来方便。反之，给别人带来不快，给自己带来麻
烦。

从小，我的母亲曾多少次叮嘱我：叫人不折本，
舌头打个滚。说话要嘴巴甜，称呼人要叫得对。

是啊，生活中的称呼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门艺
术。人与人的交往中，选择正确、适当的称呼，这

“称呼”远不是呼得上口，唤得人应的称谓那么简单。

一江清流绕楚洲
方贵川

我的海
王俐

闲说“称呼”
郑海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