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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环的“城中村
像少年啦飞驰

这片由汪洋所幻化成的土
地，源自人为改造，成于野
性生长。在漫长海岸线的角
落，呈现另一种自然生态；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罅隙间，
留下另一方世外桃源。

——题记

史铁生说，因为家离地坛很
近，所以常常到地坛去。他所谓
的自己与地坛的宿命，似乎也在
我身上流淌着。我的成长过程也
与这块沧海桑田的土地难舍难分。

时光倒流二十年前，沿着外
塘海岸线所筑的堤坝，依旧无法
抵挡海水的侵蚀，尤其是在台风
日，水漫房舍屡屡发生。后来，
堤坝下的海水渐渐退去干涸，只
剩下污泥。原来，在海的那一
头，正在建漩门二期工程。原本
一望便是幽蓝的海，也逐渐消失
在我的眼里。在我刚步入初中
时，暑期学校开设培训班，并有
一次外出旅行。我们一班人坐车
参观了大麦屿的港城，还去了正
在建造中的漩门二期工程。我看
到巨大的石块一车车运送来，猛
烈地砸向海里，海涛翻滚怒号。
我害怕，不忍再看。后来，便有
了湿地——这一块在海洋中孕育

出来的土地……
看看窗外日色渐淡、暑气渐

消，蛰伏一天的细胞开始活络起
来，跃跃欲试。穿上骑行服，戴
上骑行帽，我便出发了。

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逃离
嘈杂不安的人流，我走进湿地的
怀抱。宽阔的视野，尽是田园风
光，远处的暮色，也柔和起来。
路旁的野花，娇媚地依偎着，仿
佛在夹道欢迎我的到来。骑行在
暮野的小路上，心情无比欢畅。
路旁，是一片片果园，葡萄、西
瓜、李子等瓜果飘出它们成熟的
芳香。

我继续前行。来到一座桥
上，忍不住停下来，玉环湖的支
流，静如琥珀，倒映着云彩和岸
柳，缓缓流向天际。不时地传出
一声啼叫，打破这难得的幽静。
而天地，则显得更空廓了。

进入湿地的腹地，道路便纵
横交错开来，如一张田字格。它
们的名字也充满田园气息。纵向
的路有牧歌大道、庆丰大道、田
园大道、四季大道；横向的则以
节气取名，如谷雨路、立夏路、
小暑路等。

我沿着牧歌大道一路狂骑，
两边的防风树送来丝丝凉意的清
风。在一望无际、没有车辆人流
的柏油路上，我仿佛回到无拘无
束、自由飞驰的少年时代。身体
里有使不完的劲，在牵动着我不
断快速地往前冲。前方有一块高

大的门牌，写着“芦花村”。顿
时，我感到自己如同武陵人，机
缘巧合地闯进了桃花源。我停下
来，望着路边一亩亩绿油油的稻
田，铺满大地。开始抽穗的稻
花，在随风摇荡，溢出稻花的清
香。几处零散的小屋，点缀在稻
田间，如同一幅绝佳的田园图景。

我放缓车速，调动全身的感
官，尽情享受人在画中游的美
意。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处有名的
景点——荷兰风车。节假日人山
人海的地方，现在则寂寥无声，
唯有河边传来的蛙叫。这里，就
是湿地的中心了。附近的马尾鞭
草已枯萎了，变成深赭色。一个
月前，还是满目摇曳着紫色的
花。我折下一根枯枝，挂在车
头，带回去插瓶子里，比起这整
片的衰败，或许来得更有意趣些。

再往前，是几亩荷花池。此
时，已过了荷花风华绝顶的时
期。还有几朵荷苞遗世独立，其

他的都只剩下零落在淤泥上的枯
枝。荷叶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渐渐褪去鲜绿，露出垂头丧气的
疲态。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草木
就变了一番模样。在它绚烂时，
门庭若市；在它凋敝时，荒草遍
野。人间一世，草木一秋。在这
里，最能感受到四季的魔棒，会
变幻出什么样的世界。

再往前就是湿地的尽头了。
玉环湖开阔的胸膛，无比真切地
袒露着。我站在拱桥上，近处的
湖光，远处的山影，都尽收眼
底。而在湖山之间泛着若隐若现
的灯光的，便是正在冉冉而起的
新城。

曾经站在堤坝上，远远遥望
着的这片蓝海，现已留下我骑行
的车辙！

开往玉环岛的
最后一班渡轮

假如有一班渡轮给我坐，我想
坐的不是从九龙半岛到香港岛的渡
轮，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美景。而
是坐从楚门半岛到玉环岛的渡轮，
纵览漩门湾的风光……

——题记

在漩门湾的这头，有一个村叫渡
头；在漩门湾的那一头，有一个村叫道
头。它们彼此隔湾相望，是船只往来港
南港北的渡口。

在它们之间，隔着一道有着美丽弧
线的漩门湾。一个漩字，从字面上就让
人心生畏惧，不寒而栗。的确，在它宁
静的时候，它优雅澄碧，偶尔会有海豚
出没，让人赞赏它的奇观。但更多的时
候，它脾气暴躁，会露出吞噬一切的嘴
巴——那就是可怕的漩涡，无数小船和
人命被它无情地夺走，只剩下响彻两岸
的哭声。本地有谚语说：“一湾隔去南北
心，亲人急难泪雨淋，千里行舟无阻
险，漩门龙巢常吞人。”更有“老大好
做，漩门难过”的说法。

可以说，它既可爱又可恨。我们该
如何面对它？历史的人们回答我们，宁
愿灭掉它的可恨，也不愿要它的可爱。

在 1977年的时候，我们用崖壁炸出
来的石块硬生生堵住了漩门湾巨大而狰
狞的漩涡。

从此，我们可以直接坐汽车来往两
地，也告别了去往玉环岛的最后一班轮
渡。

最近漩门大坝改造封路。一时，来
往港北和港南的车辆如无头的苍蝇，找
不到该如何走。其实，左侧已有高架桥
可通过，右边绕新城也可以过。但在人
们的记忆中，这是一条习以为常的通
道。它曾是玉环岛与楚门半岛唯一的通
道。

此时，我骑着单车经过渡头村，幸
好自行车还允许通过，我轻轻松松地骑
过百米长的大坝。看到它的侧面，正在
建造更宏伟的大桥。这座大桥将取代现
有的大坝，成为玉环人心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

再骑几分钟，就到了道头。从渡头
到道头，骑行不过十分钟。但在以前，
不知要耗费多长时间，从这点来说，要
感谢这座大坝的建成。

道头村有一处历史文物，就是有名
的“纪恩诗摩崖题记”，它是道光年间任
玉环同知的徐荣将所见的玉环风土人情
写成的五言长诗，并题于道头村寿星山
崖壁上。崖壁上的刻字已经斑驳不清，
幸好旁边立了一块石碑，能让我清楚解
读其中的内容。

我想这是徐荣从楚门半岛的渡头坐
船到玉环岛的道头，并有感而发所题写
的。这一遗迹也算是他到此一任的明
证。寿星山开辟了游步道，于是我就提
着我的单车攀登上去。到了山顶，有一
座凉亭，是专门为纪念徐荣而建的“纪
恩亭”。亭柱上刻着两幅对联：“拓疆复
垦移民建厅垂功万世，赋诗崖刻陈述社
情遗墨千秋。”可见，徐荣对玉环有着举
足轻重的贡献。

我对他所知甚少。但在当时条件
下，能来玉环当官，非得付出一点辛劳
不可，尤其是旅途的劳顿。

站在寿星山上，漩门湾两岸的风光
一览无余。虽然中间的喇叭口被堵，两
岸围垦造成海域面积的缩小，但它的底
色和气魄还在。让人的胸怀不禁为之一
荡。

试想如果徐荣也曾站在山上，他会
对漩门湾有什么感慨呢？历史并没有留
下蛛丝马迹。我查了很多名人来玉环所
写的诗，有提到漩门的很少，对它的正
面评价更是少之又少。可能，它天生就
是与人作对的，哪有人会赞扬它呢。

我又试着联想开，如果苏轼被贬到
玉环，他会不会如改造西湖一样改造漩
门湾，他会不会如到黄州一样为玉环为
中国留下千古名篇《漩门赋》。

我的想象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对于两地的人来说，情愿不要这个可恶
的漩门。但限于当时条件，人们只能把
最狭隘的漩门口围堵了，开辟出一条
路。自此，漩门湾的格局就彻底地改变
了，玉环的格局也焕然一新。

玉环岛作为孤悬海外的岛屿，它的
终极宿命就是拥抱大陆，不愿做被遗弃
的孤儿。所以大坝一造，预示着玉环过
往落后交通的终结。

抚今思古，玉环的命脉似乎都和这
个湾紧紧相连。在现有的条件下，今人
是时候给漩门湾一个全新的方案和更长
远的规划。

可喜的是，在漩门湾之上，又有一
条卧龙将横贯两岸。它将使玉环更快更
便捷地与外界交流。

开往玉环岛的最后一班渡轮已消失
在历史的烟海中。但我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会以另一种形式让玉环人领略别
样的漩门湾两岸风光！

用骑行丈量玉环
跨山越海的通衢之梦

走路，翻山越岭；轮渡，
波涛汹涌。假如有一支马良
的神笔，在地图上，轻轻画
出一道线，就是一座隧道，
就是一座长桥，就是一条通
衢之路，该多好啊！

——题记

盼望着，盼望着，乐清湾跨海
大桥通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每一
次，我都在他身边插肩而过，远远
地遥望；每一次，都在新闻里看到
他宏伟的雄姿，殷殷地向往。——
如果能零距离走进它，该多好。我
知道，会很快实现的。但我想以另
一种方式，骑行的方式去感受它。
在它通车之后，是不可能的了。唯

有在通车之前，去体验一番。我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骑着单车，直奔
它而去。

到达分水山，只见一座大桥在
我头顶横跨而飞，如沸腾的龙。为
什么这座小山叫分水山呢？原因大
概在漩门未堵之前，漩门内的海与
乐清湾的海在此处汇合，彼此涨
落，所以成为分开水的一座山，可
见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犹如南非的
好望角，在此处，可眺望对面海山
乃至乐清。芦浦到海山也由分水山
码头出发。

这座桥同样从这里开始，带着
几十万玉环人的希冀，飞向魂牵梦
绕的对岸。

此刻，大桥还在紧锣密鼓地施
工中，正做着最后开通前的准备工
作。我从小路走进了它内部，见识
了它的庐山真面。骑行其中，就如
同一只蚂蚁在爬行。宽阔的路面，
铺上黑油油的沥青路，是它健康的
肤色。巨大的钢筋水泥桥墩，是它

强壮的体魄。我能想象无数辆汽车
驶过它伟岸胸膛时候的壮丽景象。

前方，就是当初可望而难可即
的海山，路牌标着约5公里。我曾
见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去海山教书的
老师坐小船的照片，几个人坐一只
小船，摇摇晃晃从芦浦到海山，还
有坚守海山乡 39年的好医生吴棣
梅。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现在，我慢悠悠地骑行在桥
上，底下就是乐清湾海面，碧波荡
漾，衬上漂浮的白云，这情景，足
以让人流连忘返。车子行驶在上
面，也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吧。也
许，对于开车是几分钟的事情，但
骑行，却要多花一点时间，但至少
比坐船要好得多。

我骑到主桥中，凭栏而眺，海
阔天空，玉环的海岸线，明朗地呈
现在眼前。前方的不远处，海山的
滩涂以及零星的房子也跳跃出来。

很快地，我已经站在了海山的
高架桥上。俯瞰之下，田园风光尽

收眼底，房舍错落有致，稻田星罗
棋布，路上零散地走着散步的人。
此番情景，让我仿佛来到了与世无
争的世外桃源。我本想下高速，到
海山去骑一骑。但因为安全原因，
被保安拒绝了。虽略感遗憾，但已
心满意足。这桩未竟之事，只能留
在以后实现。我相信海山即将成为
玉环城市慢生活的旅游之地。到
时，我还会带着自己的车，环海山
骑一趟。

骑过去，看到路牌，指示前方
就是温州了；骑回来，看到路牌，
指示前方就是台州了。就是这么一
座桥，把两大城市紧紧地联结在一
起，在它们中间闪闪发亮的，就是
玉环。

赞曰：
一桥横跨两地阔，海涛微茫何

须愁？
百年鸿图玉环梦，千秋伟业万

古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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