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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清与玉环之间，隔着一条狭长的乐清
湾。在乐清湾上，有一座山岛犹如一块菱形的玉
佩，镶嵌于碧波汪洋之间，绿意幽然而恬静寂
然；它又仿佛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枕着涛涛海
浪，听着阵阵海风，在乐清湾的孕育爱抚中茁壮
成长，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蓬勃而出，正在开
始美丽蝶变、阔步前行。它，就是海山岛，一座
令人曾经两相遥望而如今梦里希冀的地方。

在儿时记忆里，父亲曾说他以前在一个叫茅
埏的地方为当地渔民建过房子并住了一段日子，
因为那里交通不便，需要船只摆渡过去。那时，
甚至于工作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不知道茅
埏就是海山的本岛，而且后来才知道，海山另有
茅坦、横床和大青三个小岛组成。后来，读小学
的时候，学校组织到小青岛春游，我与老师、同
学爬上了小青的一处小崖坡。站在崖坡上，只见
潮水汹涌，拍击礁岩，浪花飞溅，响声绕耳。一
根硕大的缰绳在浊浪里时而浮沉、时而绷直，一
头紧系海滩上的一个大木桩，一头延伸至远方的
一座耸立的苍茫山岛，一条载有几个渔民的小船
正顺着缰绳在浪涛里缓缓渡海而行，渐行渐远、
愈远愈小，最后成了大海里飘浮的一片黑影。当
地人介绍，对面就是大青岛，岛的那边就是海
山。其实，这时的我仅记住了大青与小青的两两
相望，而对于海山依旧没有多少印象。同时，我
也略微知晓了大青岛有个纪念碑，在革命年代曾
经有过光辉的战斗历程。可以说，知道海山，我
是从粗识大青开始的，这种懵懵懂懂的认识逐渐
嵌入我的小学记忆，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催我去
走进海山。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那一年，在漩门湾和
乐清湾之间，在小青与芦浦分水山之间，一条蜿
蜒绵长如巨龙的海塘大坝筑成，随之，漩门湾湿
地公园的生态美景壮阔铺展。于是，在许多个日
子里，在煦阳高照、海风拂面、晚霞残红的绝美
风景里，我常常走上塘坝，用相机记录海山、大
青的那片海、那片景。犹记那个秋天的落日时
分，海风萧萧、苇草瑟瑟、烟波浩浩、孤船孑
孑，真是：落日余晖秋寒凛，海山残红黛群礁。
海山依然如在我梦里，我只能远远遥望，而没能
只身走进，感受海与山、人与海的相生相融。后
来，其间因为工作关系，也曾从芦浦和箬笠礁的
码头乘船前往海山几次，有一次也走上横床，感
受了一下当地浓浓的乐清乡音和民俗；我也曾走
上大青岛，去瞻仰乐清湾海上游击根据地纪念
碑，去感受海边渔家之纯朴、革命年代之忠诚、
美丽乡村之新貌。但在海山本岛始终是匆匆一
瞥，只是码头到乡政府这一段短短的距离，未得
见其全貌。

再后来，乐清湾大桥飞架玉环、乐清两地，
海山成为连接两岸的中间枢纽，玉环从此告别无
高速时代，海山人从此告别乘船来回的渡海时
代。为了能更好地一睹海山全貌，我好几次在睛
光艳阳、烟雨迷蒙里登上芦浦百丈岩顶，看矫龙
伏卧海湾，观海山云雾缥缈。这是一幅怎样的水
墨山色海图呢？雾色轻绕礁岩，朦胧仿佛仙境笼
薄烟，岛上山间轻雾如柔纱般静静地诗意流淌，
钻过层层荫翳的绿树，勾勒出一道轻盈的梦幻。
海山，就这样氤氲在海的环抱里，隐没在雾的飘

散里，滋润在诗的意境里。
我也曾在大桥通达后的一个傍晚，有缘在海

山的海边捕捉到那片瞬间摄人心动的晚霞，至今
叫人难忘。记得那天正与朋友一道出差回来，开
车经过乐清南塘时，夕阳西沉，天空一道幻彩骤
起，即将布满那团浮云上方。“好天光。火烧云要
来了，我们快从海山下高速，拍一张晚霞大片。”
我一边催着朋友，一边拿起随车带的相机。就在
车子停下的那一刻，我快速打开车门，将相机随
手架在了朋友的车顶上，拍下了一张迄今为止最
为心动的醉夕阳。那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留下了
这段文字：遇见最美是一份天缘。当晚霞映红乐
清湾，一片弧光幻影以惊艳的姿态燃爆这个近暮
时分。那是一种夺人心魄、摄人心魂的艳美。其
实，这是与老天的一次天缘，也是与海山的一次
地缘。正因为有了与海山的这份缘，我才没错失
最美的瞬间。

我真正走进并几乎走遍海山本岛是在今年的
国庆假期。出于走遍全岛的冲动，更是为了完成

“识得庐山真面目”的心愿，我先后两次走进海山
岛。在南滩村的海塘斗闸边，一位老渔民向我娓
娓讲述了岛上一天开闸发电两次、海水养殖一天
换水两次的事，让我对岛上渔民的生活作业有了
更深的了解；在这里，我看到了如同一排排灌木
的红树林，在潮涨潮落间时隐时现，像是一列列
绿色的海洋洁净卫士，捍卫着海洋的“心肺”；在
这里，我看到了苇草青青、白鹭翩飞、海色幽
蓝、大桥垂影、山岛相映的海岛美景，一片祥
和、一片宁静、一片生机。在这里，一位事业成
功的老海山人向我讲述了曾有南明时郑成功一部
将在岛上山岗筑城寨，扼守要隘且至今仍留有宝
剑一把的历史故事，可惜我没及时去找到那个地
方，从而没能一寻究竟。

在穿行海山岛公路中，我也品尝了海山“网
红粽子”的真实味道。这是海山乡的一间小店，
店铺不大，由一位 70岁左右的阿婆经营，最拿
手、畅销的小吃是白米粽、豆粽，却没有肉粽。
她说大桥未通前就在做了，现在更是生意红火，
很多人慕名前来购买，往往刚蒸好一大盆粽子，
没过多久就会脱销。我撕开一小片棕叶，张口就
吃，那糯糯的粽米在舌尖的味蕾上泛起淡淡的米
香，粘稠但不生腻，绵柔而不生硬，的确可为吃
货们的不二选择。我称之为“网红”，因为这是海
山让我觉得很有味的地方，这是食之味。海山还
有让人流连忘返的海鲜，那是独特的海之味。当
然，那位老海山人也请了我们一餐丰盛的饭菜，
这是海边人好客的性格，那是别样的人之味。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我曾经的探寻之旅，
在时光飞逝中渐渐走过，但似乎还未抵达最终希
冀的地方，我相信有一天终能睹见真容真颜。海
山，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一次次走进却又无法
一次次略尽的地方。

海山，海与山的对语，正述说着昨日的过
往，畅想着明天的辉煌。海山，人与海的牵绊，
正抒发着搏击沧海的壮志豪情，谱写美丽诗篇。

寻梦海山，梦寄海山。海山，这块乐清湾里
的晶莹润玉，已成为我心中一帘浮浮浅浅的幽
梦，在心头萦绕，在梦里寻觅，期待有一天能够
更加琢玉成华、光彩夺目。

海山梦寄
□李为杰

“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过后，秋便款款走来，脚底莲
花步步生。累了，便伏在路两旁的草木上小憩，或伏在一缕
秋风里，或伏在一片桂花的花瓣上，或伏在石榴的果实里。
她偷偷躲在树丛里不说话，趁我们不注意，扎染每一片树
叶，层林尽染：绯红的、橙黄的、古铜的，而后披在身上，
美轮美奂。曹植《洛神赋》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
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
雪。”描述的是秋这位女子吧。

不喜夏的热烈聒噪、不喜冬的冷若冰霜，独爱秋！爱她
的善解人意。秋是不适合宅家的，别辜负它盛情邀请的美
意。一场秋雨过后，澄澈的空气任君品尝，如若喜甜，也能
如愿。桂花香气浸泡在空气中，甜蜜醇厚，是一坛上好的桂
花酿，浅尝，沁人心脾；微醺，使人飘飘然。若贪杯，深吸
几口，酒量再好，恐怕也抵挡不住，醉倒在这桂花酿中。大
自然素来是慷慨的，孩子、老人和女人们自然也会受到馈
赠，勤劳的妇女们带着孩子，来到庭院里的桂花树下，敞开
宽口的袋子，大人们摇着桂花树，孩子们在漫天的桂花雨中
笑啊跳啊，笑声裹着香气，连耳朵都品尝到了甜的滋味，醉
了！

道路两旁的梧桐叶，正准备着一场盛大的演奏会，他们
在做最后的调试，丝毫不敢懈怠，一年一度的演出，确保万
无一失。阳光就位，观众就位，秋风站上指挥台，挥动双手
的那一刻，梧桐叶们忘我地弹奏《落叶狂欢曲》，一刹那，
万千梧桐叶洋洋洒洒，匆忙赶路的人为它们驻足，簌簌声不
绝于耳，这场演奏会将持续整个秋。前段时间热播的《上海
女子图鉴》这部电视剧中，老上海人对于上海的评价“只有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人民广场的喧嚣、世纪大道的人流、陆家嘴的繁华却不及转
角处，一幢幢老屋前的梧桐树。或许那里正是喧闹城市中为
数不多还能找到秋的地方。

秋的傍晚弥足珍贵。我喜欢晴好的时候，择一处草丛，
和孩子们席地而坐，天白得透亮，云好似千万只大白鹭，时
不时拍打着羽翼，羽毛散落在天空的各个角落。地上的孩子
欢呼雀跃，指着天上的云：“快看，快看……”顷刻间，大
白鹭被这群孩子的惊呼声吓得一哄而散，纷纷扬扬。我来不
及失落，忽见一点光从云层中探出来，起初是一点火星子，
接着迅速蔓延开，顷刻间，点燃了周围的云。云层由黄变
金，由金变橙，燃烧成浓艳赤色，远处的小溪、房子、树木
笼罩在这片“火光”下，失去了原本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自
己到底在哪里了，瞳孔填满火红。让我不由记起李清照的
《永遇乐·落日熔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无奈，家里电话催促，我们不能再留恋，趁着暮色，母
子三人匆匆踏上回家的小路。眼前的晚霞变幻莫测，褪去火
红，蓝紫色的大网将山顶上仅剩的半个夕阳捕捉，一下便入
了夜。小径回荡着“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周围的虫鸣声，
却不再像夏夜那般热烈激昂，多了一份柔情蜜意，与耳畔亲
昵。

秋
□黄彬倩

这个世界，老鹰会飞，白鹤会飞，蝴蝶会飞，鸣蝉也会
飞。如果将这些“飞行者”归个类，分析其共性的话，至少
包含两个特点：第一，会飞的都是活物；第二，这活物还需
要一对翅膀。不过，你若是生活的有心人，当可发现会飞的
其实并不只有这些。

金秋时节，桂花长在树上，树长在泥土里，你都还没有
靠近，花的香气已经潜入你的鼻孔里来了。这花香分明不是
活物，也没有翅膀，但它却能飞过高高矮矮、大小不一的障
碍物，来到人的近前。若你在房间里，感受到的是暗香盈
室；若你走在路上，感受到的则是衣袂生香。此时，你便明
白了，原来香气也是会飞的。

同样会飞的还有旋律。无论是一个钢琴家在屋里弹奏钢
琴，还是一个流浪人在街头拉二胡，又或是一个小孩子在山
野间唱歌，你从边上经过时，旋律就会飞入你的耳朵。时而
悠扬、时而忧伤、时而欢快、时而迷茫，就好像忽然跑过一
个人，拉起你的心绪渐渐走远。

相较于花香与旋律的不可捉摸，风的飞行则要醒目得
多。远处有树在动，风就在树梢；近处湖面起了涟漪，风就
在水里；当你的衣角被轻轻吹起，它又到了你的身边。风过
之处，还常常伴有其他事物。众所周知，风和雨一对好伙
伴，经常一同出没，斜风细雨，雨斜了，便是风斜了。通过
它的形态，我们能看到风飞行的轨迹。

这轨迹里，没有翅膀扑腾的痕迹，可“飞”的感觉是那
么明显。与之相似的还有时间。时间奔去如飞，倏忽之间，
便从人的眼前掠过，任你再怎么追赶都难以望其项背。可时
过境迁之后，我们回望从前，却能清晰地看到它飞过的痕迹
——一棵树，叶芽儿抽出又掉落，枝条茁壮又枯萎；一个
人，头发密了又稀了，由黑变白，出生又老去。

其实，会飞的又何止以上的这些呢？虫会飞，鱼会飞，
炊烟会飞，乡愁也会飞。不信你且看1700多年前的张翰，当
秋风起时，菰菜、莼羹、鲈鱼脍的味道飞入了他的脑海里，
惹得他连官都不做了，匆匆跑去故乡重温味蕾的记忆。梦想
也是这样，如果你不珍惜，它就会飞远，如果你努力，它也
许就飞到你的跟前来了。

或许，这世上许多的事物不是没有翅膀，而是它们的翅
膀都隐了形，故而飞行时眼浅的我们都将之忽略了吧。于
是，便有了诗人所说的“天空中没有鸟儿的痕迹，但它已经
飞过”。

会飞
□潘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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