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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宾

昭东水乡位于萧山瓜沥
镇的南部，与绍兴接壤，这
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湖
泊纵横、稻米花香。与水乡
绍兴的地理和人文特征一
脉相承。其中以长巷、大义
两个村为典型。

长巷现保存有沈氏宗
祠 ，重 建 于 乾 隆 八 年
（1743），祠堂内有碑记4通，
内容涉及明代女将沈云英以
及历代名人杜锡、颜真卿、苏

颂、张经、魏骥、毛奇龄与沈
氏家族的关系，是研究萧山
地方史的实物资料。长巷村
曾经有显赫的宗族，歌谣“金
鹅鸣，沈氏兴，代代出公卿”，
印证着这个家族曾经的辉
煌。根据绍兴图书馆保存的
《萧山长巷沈氏宗谱》（承裕
堂）记载，家族中出过的 10
个进士。其中宋代 4 个、元
代 1 个、明代 1 个、清代 4
个。另有明代曾出过“武进
士”4 个。“举人”高达 33 个。
《萧山长巷沈氏宗谱》这部书

共 40 卷，是光绪十九年（公
元 1893 年）修成的，由清末
的优秀政治家，同治、光绪的
两代帝师，光绪皇帝的“帝
党”之领袖，清廷重臣、一品
大员翁同龢作序，距今 116
年，是萧山区内历史比较久
远的一部宗谱。

明代女将沈云英出生在
长巷村，沈云英被称为“萧山
的花木兰”，善骑射，虽是裙
钗女，却与众不同，出身武职
世家,资兼文武。在湖南的一
次战斗中，她的父亲战死，陈
尸敌阵。她竟然率着几名亲
兵，骑马冲入敌方万众之阵，
夺回父亲尸首。被朝廷授予

“游击将军”之职，代父固守
城池。后来，沈云英解甲归
田，在长巷村里设塾讲学，至
今存有“云英将军讲学处”的
石碑一块。

衙前农运领袖沈定一
“根”在长巷。据《宗谱》（承
裕堂）谱系表记载着一个重

要的人名：沈宗焕，又名叔
衍。他就是后来衙前农民运
动的领袖人物沈定一（玄
庐）。大义村是“绍兴师爷”
的故里。名闻全国的“绍兴
师爷”汪辉祖（1730~1807）
字焕曾，号龙庄，出生于大义
村。清乾隆四十年（1775）中
进士，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的一位名人，他在地方行政
幕府佐治长达三十四年，持
正不阿，擅长断狱，后为州县
官五年，勤政爱民，政绩斐
然，是一位难得的清官良吏；
同时又勤于治学，尤邃于史，
又是一位著述宏富的著名学
者。汪辉祖集名幕、循吏、学
者等多种身份角色于一体，
在当时尤其是后世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汪辉祖在
清朝以“一代名幕”而誉天
下，“绍兴师爷”因此而得
名。汪一生所解疑难杂案甚
多，深得百姓爱戴。由于清
代名吏汪辉祖德义兼备，故

瓜沥镇汪家以“大义村”命
名。这个村在现代又出了中
国科学院院士、医学界有“世
界级心血管大师”著称的汪
忠铺博士（汪的嫡系传孙），
是目前萧山区仅有的 2位院
士之一。

水乡除拥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之外，自然的水网
布局也为旅游开发，特别是
以休闲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开
发建设提供了前提。分布于
航坞山南麓的 1.4 万亩江河
湖泊自然水面资源，拥有

“鲇鱼滩”、“渔家池”、“瓦泥
池”等大型淡水湖泊，孕育的

“昭东”牌鳜鱼、甲鱼早就在
萧绍地区声名远播。依湖而
建的集垂钓、餐饮等服务于
一身的“花园池垂钓休闲中
心”、“景湖农庄”等休闲垂钓
中心像雨后春笋般崛起，满
足了来自周边以及杭州、绍
兴等垂钓爱好者的垂钓需求
和休闲意愿。

■罗本帅

一般到过英国的人，难
得到威尔士去游历。因为
在不列颠三岛（英格兰、苏
格兰、威尔士）中，数威尔士
面积最小，人口最少，便往
往易被人们所忽略。但英
国朋友告诉我，你若想探寻
英国历史的遗迹，你若想在
21 世纪的今天浏览英国古
老的风土人情，就不可不去
威尔士一游。

一踏上威尔士的土地，
你就会感到它确实与英国其
他地方大不相同。首先你接
触到的是一种十分陌生的语
言——威尔士语。它同英语
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在威尔
士北部经过一座小城，它的
火车站名是用威尔士文写
的，竟长达 58 个字母，这么
一长串拉丁字母毫无间隔地
排列在一起，是否有什么涵
义呢?有的。翻译成中文也
是长长一大串：“靠近急涡潭
和离红岩洞不远的圣梯西里
奥洞附近的榛树林中的圣玛
丽教堂。”你说它多么绕嘴!
但威尔士人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它带有古老的威尔士的
民族气息。

再看威尔士人的衣着打
扮，也别具一格。特别是北
部山区的农民，至今衣冠简
朴，古风犹存。在那些宁静
的山村里，当星期天早晨教
堂的钟声悠然敲响时，你会
看到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
幼都穿着白领的黑褂，赶到
教堂去做弥撒，那种古朴恬
静的气氛也是英国其他地
方所少见的。威尔士人还
酷爱音乐和诗歌。几乎人
人能歌善咏，各地都有居民
自己组织的乐队和合唱
队。他们平时常举行各种
小型音乐会，而每年到了 8
月的第一周，全威尔士要举
行一次规模盛大的音乐诗歌
比赛会。在比赛会上评出的
最佳歌手(诗人)，将被授予一
把“诗歌之王”的宝座——在
威尔士人眼中，这是一种至
高无上的荣誉。据说，这个
古老美好的传统在威尔士代
代相传，沿袭至今，已有一千
数百年的历史了。

可惜当我们在威尔士游
览时，并未赶上这传统的盛
会。但我们观赏过好几次
民间的音乐演奏会，听到过
许多动人的乐曲。有一首
歌名叫《我的父母之邦》，其
歌词大意是：“啊!我的父母

之邦，我亲爱的故乡，你是
自由的土地，抚育诗人成
长，你英勇的卫士为了自
由，不惜抛颅洒血在疆场!”

从这首歌曲中，你可以
体会到威尔士人对祖国和
乡土的深情。他们在许多
诗歌里还热情赞美家乡的
山河，把威尔士称为世界上
最美丽的地方。确实，威尔
士的自然风光是迷人的。
我在威尔士逗留期间，曾有
机会去游览了著名的风景
区斯诺登山，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象。

斯诺登山是全英国最高
的一座山峰，堪称英国的屋
脊。它坐落在威尔士北部，
面临着圣乔治海峡。山上
常年云雾缭绕，若明若晦，
很少露出它的真面目。有
趣的是山下备有一种小火
车，可以载游人腾云驾雾，
登上山顶。这可真是一种
很小的小火车，每次只能载
送二十来名乘客，远远看
去，车和人都好像玩具一
样。小火车从山脚出发，沿
着山崖蜿蜒爬行，它时而穿
过云涛，时而钻进丛林，车
外的景色也就随之明灭变
幻，层出不穷。大约过了半
小时光景，小火车发出一声
胜利的长鸣，终于气喘吁吁
地攀上了斯诺登山的顶
峰。这时你跨出火车，纵目
四望，发现自己正立在云海
之上，蓝天之下。四周峰峦
起伏，一片苍茫；远眺海波
荡漾，浪纹可数。此情此
景，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呢。

威尔士风光秀丽，它的
历史古迹更引人入胜。离斯
诺登山不远，有座已有二千
多年历史的小城，名叫凯尔
纳冯。城里有座古堡，相传
是 13 世纪英王爱德华一世
在位时建造的，虽经数百年
风雨侵蚀，外表已显苍老，但
仍傲岸地矗立在大地上，像
一个老当益壮的古代骑士。

威尔士古迹多，历史故
事自然也多。在威尔士各
地参观时，还常会听人们讲
述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
的充满传奇的故事。亚瑟
王究竟有没有死去呢?我们
在格拉斯顿伯利看到他的
一座坟墓，墓碑上写着：亚
瑟王在此安眠。这么看来
亚瑟王是死了。但许多威
尔士人却又相信他没有死，
说他仍住在阿维隆岛上，当
他的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
还会乘着仙舟回来的。

■记者夏晓茵、王艳

今年七夕节，杭城K155
路 6-5815 号公交车车窗、车
门的玻璃上又贴起五颜六色
的彩纸，上面是雨果的《当你
美丽的目光》、里尔克的《爱
的歌曲》、沈从文的《我喜欢
你》等浪漫的情诗，车子的扶
手、座位都挂有“love”的爱
心图标。不少人专门搭乘这
辆公交车品味动人的情话，
感受那份独特的浪漫文化韵
味，女性乘客还收到了温馨
的玫瑰花。这一天，K155路

“爱情巴士”在人们惊喜的目
光中来来回回行驶着，成为
杭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
浓浓的爱意，让七夕里的市
民激动不已。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
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
有结果，不求同行，只求在我
最美好的年华里，遇到你。”
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选择微
信、QQ、短信等方式来传
递、表达对另一半的爱慕之
情。K155 路“爱情巴士”的
这种“情诗”别有一种浪漫，
乘客们一上车就会被爱包
围。在这爱的氛围里，有人
拍照留念，有人专门从家里
拿来珍藏多年的情书，张贴
在车厢内，让浪漫随车传
递，“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今天和亲爱的你一起

在 K155 路 6-5815‘情诗’公
交车厢内品诗。”还有人把
这份甜蜜这样发到微信朋
友圈分享。

K155 路公交是连接杭
州城市南北的重要线路，是
和睦新村到开元路的唯一
线路，也是一条经过杭州主
干道莫干山路的公交线。
由于 K155 外形酷似英文单
词“KISS”，这一路公交车一
直被网友称为杭州“最浪漫
的公交”，也有人叫它“爱情
巴士”，深受市民的喜爱。
2006 年 8 月，杭州道路大整
修，K155 路不得不暂别杭
城，那几天，一大批粉丝赶
来合影纪念，心中万分不
舍 。 2013 年 5 月 10 日 ，
K155又重现杭城，起点和睦
新村，终点城站火车站。回
归后的 K155 路采用“脱辫
也能跑”的新电车，不排放
PM2.5，无噪音、低碳环保，属
于一线一价的线路，按照规
定，应该去掉“K”的，但如果
去掉K的 155路就不能显示

“KISS”图案，不能表达浪漫
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线路编
码，还是这座城市的文艺元
素、文化名片，为了不让市
民心生遗憾，最终重新露面
的 K155 路，是公交“去 K
化”进程中的一个特例，这
个“K”继续保留，一时间，市
民欢呼雀跃。

K155 路有 36 辆车，司
机方杭明的 6-5815 号公交
车是“爱情巴士”的代表。方
杭明 1992 年刚参加工作开
的就是K155路公交车，妻子
还是女朋友的时候，是另一
路电车的驾驶员，她每天下
班都要搭乘方杭明的公交
车，后来两个人结婚、生子，
这条公交线路，留下了与妻
子甜蜜的人生轨迹。可以
说，这辆车是他和爱人的“红
娘”。2013年5月K155回归
时，他第一个申请回来做
K155 路 6-5815 号驾驶员，
他要继续开“爱情巴士”，最
后他如愿以偿。在元旦、春
节、情人节、七夕节等节日，
他想方设法用不同的形式装
扮车子，给杭城带来更多的
浪漫和幸福。

方 杭 明 清 晰 地 记 得 ，
2013年 5月 10日K155回归
当天，很多市民、游客喜出望
外，特地跑来坐车，享受那
份浪漫情怀。有一对杭州
情侣 10 年前上学时经常乘
坐 K155 路，对这条线路感
情很深，毕业后他们俩一起
到南京创业并定居，那天从
网上看到新闻说 K155 路回
归了，就特意从南京赶回
来，他们在城站火车站站台
等了许久，就是为再坐一次
这辆爱情巴士。

当时，为了让这辆爱情

巴士更加名副其实，在马路
上行驶时让人们一眼就能
认出来，方杭明和同事着实
花了一番心思。他们在车
外和车内都进行了爱情主
题装饰，车身、车内、车顶、
拉手、挡板等位置都有“爱
情巴士”的元素，K155 路公
交车处处营造着浪漫，给乘
客带来愉悦。

杭州素有东方“爱情之
都”美誉。2014 年 11 月 28
日，在杭州市组织的“晒光
阴：我的杭州爱情记忆影
像”活动中获奖的 20 对情
侣的见证下，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第一辆爱情巴士——
K155 路“杭州爱情巴士”诞
生了。

“爱情巴士”的诗与花，
给市民太多美好的情感和
回忆。有一年情人节，方杭
明与其他司机一起把年轻
单身乘客提供的个人信息
张贴在驾驶座后面的座位
旁，车上还专门设置了两对

“爱情心动座”，年轻的单身
男女如果坐到这个位子上，
边上的异性朋友假如心仪，
就可以大胆地向对方要微
信或电话等联系方式。5 年
来，方杭明和同事在情人节
和七夕节都别出心裁地想
出不同的主题带给市民浪
漫和温馨。

很多人因为乘坐了爱情

巴士认识了方杭明，成为这辆
“爱情巴士”的忠实粉丝。杭
州有个高中生，从小学起就关
注电车，对“爱情巴士”更是
喜欢，2013 年七夕节，他看
到精心装扮的“爱情巴士”很
激动，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
点到起点，反复乘坐体验，此
后每年的情人节、七夕节他都
会 特 意 赶 来 拍 照 ，感 受

“K155”变成“KISS”的美好，
有时周末闲着无事，他也会专
门从家里赶来，只为乘坐“爱
情巴士”。还有一位上海的
方先生，对电车颇有研究，每
次到杭州他必定乘坐方杭明
开的那辆“爱情巴士”，空闲
的时候，他还会和方杭明聊
聊天，探讨电车文化，他对这
辆公交车情有独钟。

同事陈恒一对记者说：
“每个浪漫的节日，方杭明
都在上班，和乘客在一起，
有时晚上下班回去已经九
十点钟了，好在他爱人也是
公交人，非常理解和支持。
因为表现优秀，他被评为杭
州市公交集团十佳员工和
杭州市公交集团电车公司
优秀员工。”

如今，杭城的 33 路、55
路也纷纷变身“亲亲巴士”

“浪漫巴士”，越来越多的公
交车成为杭州的“爱情巴
士”，一起参与制造浪漫，一
起表达一座城市的情愫。

■周禹龙

日前，“爱我中华·第
六个全国赏石日暨首届
常山国际赏石文化节”系
列活动盛大举行，浙江省
常山县凭借天然观赏石
的独特魅力，成为了国内
各地瞩目的焦点。

作为常山“赏石小
镇”的主引擎，2014 年 6
月启动的石博园，总规
划用地面积 1053 亩，将
打造出市场交易区、景
观文化区、休闲养生区
三个区块。目前，市场
交 易 区 已 基 本 建 设 完
毕。据了解，常山举办
此次全国赏石日活动，
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赏石
活动的开展，弘扬传统
文化，让高雅艺术得以
传承和普及，走进寻常
百姓家中；另一方面是
要带动常山石文化产业
的发展，展示常山赏石
艺术的成就，提高赏石小
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
刘国强是赏石文化的受
益者之一。在进入赏石
圈以前，他曾是个企业

家。在刘国强看来，观赏
石不仅仅是有生命的，它
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科
学，是一种艺术。“于个
人，它可以修身养性、陶
冶情操；于社会，它可以
展示文明、促进和谐。”

《赏石与健康》同时
首 发 。 疏 通 经 络 的 砭
石，按摩保健的鹅软石，
改 善 睡 眠 的 锗 石 ……
《赏石与健康》把这些极
具特色的石头文化整齐
地印刷在了一套套精美
的书籍中，此举不仅让
科 学 和 艺 术 进 行 了 嫁

接，更是填补了赏石和
健康两个领域的空白。

“祖国医药学和赏石都
荣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之中，它们
既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
明 发 展 做 出 的 重 大 贡
献，更是千百年来我国
人民得益于文化养生的

‘本’源。”中国观赏石协
会会长寿嘉华表示，将
古老文明通过现代科学
手段，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造福和谐社会是《赏
石与健康》此书编撰者
的初衷。

■通讯员谢善东

日前，一场音乐狂欢盛宴
将在庆元百山祖镇拉开序
幕。本次活动以“避暑乐氧小
镇音乐狂欢夜”为主题，集合
原生态、摇滚、流行等多元化
音乐类型，以独立音乐为主
打，结合富有文化特色的地方
性节目，打造兼具品质和风情
的特色音乐狂欢活动。

当日，庆元各优秀歌手、
舞蹈人员将汇聚于此，激情乐
队与特色文化节目在这里碰
撞融合，一场百山之巅的音乐
狂欢回归自然，将美丽多彩、
民族文化浓厚的百山祖演奏
得更加多姿多彩……

百山祖镇是百山祖·凤阳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山祖
国家AAAA级景区所在地，是
华东地区海拔最高的山区镇，
平均海拔为1089米，百山祖自
然植被完整，森林覆盖率达
91.6%，空气清新纯净，负氧离
子浓度高达20.04万个/立方厘
米。1987年由国际物种保护
委员会（SSC）公布列为世界最
濒危的12种植物之一的百山
祖冷杉，并以此闻名于世。

百山祖镇域内有着丰富
的旅游资源。镇辖17个行政
村，可谓村村都有自己的风
景。有“华东第一虐”千八线
的栗洋烧香岩，有世界香菇发
源地的龙岩村，有“浙南九寨

沟”之称的龙岩三井溪，有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斋郎村，
有全国现存廊屋最长的单孔
木拱桥黄水长桥，有“地球之
肾”的黄皮上下湖湿地等等。

百山祖镇的特色文化也
可谓是博大精深，包括香菇文
化、戏曲文化、剪纸文化等
等。其中非遗项目就有香菇
砍花技艺、菇民戏、香菇功夫、
菇民习俗、香菇传说、菇寮白、
香菇山歌、菇寮奉师傅习俗、
百事吉剪纸等。香菇文化就
不要说了，百山祖镇作为香菇
始祖吴三公的故乡，遗留保存
了吴三公庙等文化遗址，传承
发扬了香菇文化。戏曲文化
主要讲的是黄土洋二都戏，黄
土洋二都戏是具有悠久历史
和浓郁菇乡情韵的传统戏剧，
也是我国优秀的地方剧种之
一，黄土洋村也是全省首批10
个“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
之一。剪纸文化：三堆剪纸，
也叫“百山祖剪纸”，当地俗称

“百事吉”，是我国现今发现的
为数不多的立体剪纸艺术之
一，百事吉剪纸艺术历史源远
流长，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2017年，百山祖镇以全
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契
机，持续推进村庄环境综合整
治、美化工程，大力开展生态
村、美丽乡村精品村、森林村
庄和最美村居创建，切实改善
村庄总体环境。

古老的昭东水乡

K155公交车，
杭城的“爱情巴士”

英国威尔士
的风土人情

去常山赏石
百山祖镇

■杨黎明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
到全国各地出差。每到一座
自己未曾到过的城市，心里
总不免产生“陌生”和“新鲜”
两种奇特的感觉。每到一个
地方，只要有空，我总会去这
城市里的图书馆逛逛。哪怕
不借书，只是逛逛，都觉得很
好，很舒服。那对我来说，似
乎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和图书馆结下不解之
缘，是在大学时代。那时，
19 岁的我，独自一人来到
南昌这座陌生的城市求
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
远门，也是我有生以来到过
最远的地方。刚入学之时，
和所有新生一样，由于人生
地不熟而感到非常孤独和
寂寞。幸好，当时有位室友
在大学之前就在南昌上
学。因此，对南昌再熟悉不
过。周末的时候，他骑着自
行车带着我遍游大街小巷，
逛图书市场、古玩市场等地
方。其中有一次，突然把我
带到一个犹如世外桃源的
大院子里头，里面坐落着一
座很宏伟的大楼。我抬头一
看是“江西省图书馆”。这是
我这个农村娃第一次见识啥
叫“图书馆”，也是我生平第
一次走进这个神圣的地方。

一进图书馆大厅，就看
见正堂上龙飞凤舞地写着
高尔基的那句名言：“书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整个大

厅安静肃穆，颇有某种“圣
殿”的意境。往里走便是
一间间藏书室，里面整齐
地码放着各种泛黄或崭新
的书籍。第一次看到这么
多藏书，使我有一种刘姥
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也像
一个穷光蛋，突然看见满
地钞票似的。使我顿时兴
奋得手舞足蹈，激动不已。

自那以后，每个周末我
均风雨无阻地来到这个图书
馆复习功课，或借阅书刊。4
年大学光阴，使我对这座图
书馆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记
得我每次来这座图书馆，我
都坐在北边最角落的那张桌
子，除非此前已先被人占坐，
不然绝不破例。这个位置光
线较好，且安静。抬头就能
看见墙上挂着一幅艳丽的红
梅图。这幅梅花图，恍若一
次次提醒我：梅花香自苦寒
来。不经一番寒切骨，哪得
梅花扑鼻香。寒门子弟，不
刻苦勤学，何来光彩的未
来。因此，只要一坐在那里，
就不好意思偷闲。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
了。我的钱包皮夹里，一直
随身携带着当年在那图书
馆办理的借书卡。我也不
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带着它，
或许是一种缅怀吧！缅怀
它陪我在那里度过的4年光
阴。带着它，就像带着一位
能见证我往昔的老朋友。
有他在身边，心里就觉得温
暖、踏实。

图书馆，我眷恋
的精神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