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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经周刊旅游
休闲

记者 潘璐璐

三月，草长莺飞，大地回
春，刚刚过去的春分，更是提醒
着游人们赶紧出门享受春光。春
雨霏霏，最适合打一把伞，走在
油菜花田里，走在苍翠的山谷
中，走在流水潺潺的古溪旁。记
者搜寻了宁海周边县市区的赏景
好线路，让游客既能赏美景、吃
美食，又能体验当地的人文特色。

象山
青山水墨之旅

在宁海的东面，象山，有人
说这是阳春三月里最诗情画意的
地方，有多情的小桥流水，古色
古香的乡村小镇，再加上遍地金
黄的油菜花，俨然一幅流动的青
山水墨画。

D1：到田洋湖看一场唯美的
花海，在幽静的山脚下，流水人
家，新叶刚刚长出嫩芽，翩翩飞
舞的黄色蝴蝶落入油菜花田间，
花与彩蝶融成一片暖黄。除了寻
常的赏花体验，游客还可以去看
一场别致的稻草人展览。花田里

矗立着许多造型奇特的稻草人，
有威武的士兵，各种可爱的小动
物，是一个难得的旅行摆拍好去
处。

D2：来到樟岙村，令人印象
深刻的莫过于这里的千年古樟，
高耸参天，蔚为壮观。它就这么
永远地苍翠在岁月里，在漫漫历
史长河里，古樟就像守护神一样
守卫着村庄，端庄又悠闲自在。
游走于村中，静谧、整洁，巷弄
弯弯曲曲，一路迤逦延伸，一眼
看不到底，给人一种幽深莫测之
感。樟岙的文化底蕴不仅仅在于
1200 多年的古樟，500 多年的古
庙，更令人啧啧称道的要数谢才
华剪纸艺术馆，里面齐聚着心灵
手巧之人的匠心独具。

D3：花墙村，这里有浓浓的
民俗风采，乡情乡音。游客可以
乘船荡漾在碧波似的水面，感受
绿意盈盈的春天，体会海岛的唯
美和浪漫。若是刚好遇上民俗节
日，还可以驻足欣赏海岛独有的
民俗节庆活动。蔚蓝的天，清新
的空气，这里的日子慢慢悠悠，
最适合听涛入眠。

武义
游山乐水之旅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走进
武义，便走近了温泉。武义还有
更多小美好，从乡村到山野，古
意盎然。

D1：早上宁海乘车出发赴武
义，抵达后游览武义唐风温泉，
感受以文化为主题，结合旅游、
养生、保健、休闲的大唐帝皇养
生温泉。唐风温泉还推出了新的
二期项目，给了喜爱泡汤的人一
个私人独立空间，原生态的大树
和人造回廊隔断了内外，幽静的
设计，即使是相邻 30米的两个汤
池，却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D2：游览浙江省历史文化保
护区、金华市四大景点之一俞源
太极星象村，该村相传是明朝开
国谋士刘伯温按天体星象排列设
计建造，现存宋元明清古建筑
1027 间。古建筑内木雕、砖雕、
石雕精致，巧夺天工。在村口有
占地120亩的巨型太极图，村中布
有“七星塘”“七星井”。俞源村
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与自然
景观密切融合，是寻古探秘休闲

的旅游胜地。之后参观东阳木雕
城，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木制工艺
品和木雕（红木）家具集散中心。

注：景区特批、报名仅限宁
海籍身份证前 50 名，3 月 25 日发
班，成人258一位，儿童188元一
位（身高1.5米以下）。

报名热线： 0574-65204777、
65504777、 59974777 宁海温泉旅
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宁海县跃龙街道宁昌路8号

雁荡山
绿野探险之旅

继电视剧 《琅琊榜》在雁荡
取景拍摄爆红后，这几天，《琅琊
榜之风起长林》的剧组也来到雁
荡山风景区取景拍摄，黄晓明等
众多影视明星都来啦！同时，雁
荡山有多个新景区开放，成了当
下踏青一日游的热门之选。

D1：宁海出发前往具有“寰
中绝胜·海上名山”之称的“东
南第一山”世界地质公园——雁
荡山。抵达后游览电视剧《神雕

侠侣》里断肠崖和古墓口的取景
地灵岩卧龙谷，景区位于小龙湫
瀑布之顶，以峡谷幽深、静谧脱
尘著称，小龙女纵身一跃的断肠
崖便是此地。

游客可体验雁荡山第一条绝
壁玻璃栈道，栈道全长近百米，
采用 3层夹胶钢化玻璃铺设而成，
站在玻璃栈道上可俯瞰小龙湫全
貌。如遇雨后彩虹，玻璃栈道折
射下的小龙湫彩虹飞挂，气势磅
礴，各类草木郁郁葱葱，游客犹
如置身于天然的地貌博物馆。

中餐可自费品尝雁荡山的特
色美食，自由活动时间1小时，下
午游览绝壁上的景区方洞。走过
玻璃栈道，眼前将出现一片湖

池，这个湖池也叫龙口湖，龙口
湖中竖立着一尊滴水观音菩萨，
游客可在上方穿行在绝壁上开凿
的百米木栈道。狭窄的栈道不免
让人有点害怕，但“无限美景在
险峰”，这儿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雁荡山景色，奇峰异石，峰峦叠
嶂。

报名热线： 0574- 65591888
浙江宁海中青旅有限公司

旅行社地址：宁海县正学路
318号

发班时间：3 月 26 日，成人
168每人，儿童 108每人，景区内
交通自费。

春风熏得游人醉 踏青不负好春光

静观

从新昌莒根开车到宁海西
溪，需要两三小时。如果是徒
步，从莒根出发，经巧英、深甽
再到西溪，恐怕需要十余个“两
三小时”了。

700多年前，我的先祖就是
沿着这条路线，带着行李，携儿
带女，翻山越岭到达西溪，从此
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徐氏一
族，也成为当年西溪乡的“大
族”，直到十几年前因建造水
库，再次迁徒。

无论是在西溪，还是现今的
迁居地，新昌莒根一直被村里人
奉为“圣地”。年年清明日，全
村倾巢出动，去莒根“拜太
公”。有车的开车，没车的搭
车，搭不到车的，就直接步行
——挑着担子，一步一步走到莒
根村口的总太公坟，只为了给太
公上炷香，加些土。

几百年来，西溪人与莒根的
族人，一直互通款曲。儿时每年
正月、清明甚至开桥、做寿，村
里请戏班子做戏时，总是先问问
新昌的戏班子有没有空。莒根村
里的人来了，饭、菜也会盛得满
一点，毕竟是自家人嘛。

也许是树挪死人挪活，当年
迁移到西溪的乡人，经过几百年
的繁衍，现已有一千多人，七代
辈分。而驻留在莒根村内的徐氏
族人，至今仅三百余口。莒根距
新昌县城五十公里，离巧英乡近
二十公里，无汽车直达，交通很
不便利，但也保留了村庄的原生
态。

莒根就在巧英水库旁边，依
山傍水。水是碧绿澄清的水，岸
边三三两两地站着笔直的水杉，
水库中央还有小岛，风景很入
画。毛竹举目可见，这几年又种

上了果树、苗木，还有油菜花。
要是春天去莒根，一路上红粉粉
绿油油黄灿灿的，甚是热闹。

村民的房子一律依山而筑，
坐北朝南，不同时代的建筑，在
这儿泾渭分明。最早的是泥屋，
四平八稳，简简单单，黄色的外
墙缠满了绿藤，虽才一两间，但
别有风味。更多的，是那种成排
成排的房子，十几户人家连成一
排，共四五排，均为砖瓦结构：
前面是道地，右侧堆着劈好的柴
爿，屋顶上垂下来几只木钩，挂
着葫芦、带豆种、包芦种；中间
是房间，一楼烧饭，二楼睡觉；
推开后门，有水槽，石捣臼，每
户一份；后面还有平房，供堆放
杂物饲养猪羊所用，也是每户一
间。这几年，莒根也添了不少新
建筑，红砖绿瓦，象征着时代的
变迁。

当然，不管是黄泥屋，瓦
屋，还是新建的水泥屋，都“我
家大门常打开”。莒根人很好
客，远方的游客、驴友来了，总
是一把拉了进来，先端上一碗蜂
蜜茶，再下一锅水饺，肚子不吃
得圆滚滚的，就不让你出门。

若能与莒根人攀上亲道上
故，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吃完
了，还得把你的包塞得满满的
——水果、零食……莒根没有十
里长亭，只有十几里山路。临走
时，莒根人会陪着你，一路步
行，一路絮叨，直送到十几里外
的车站，等客人上车了，才离
开。

莒根村内有“偃王亭”，供
奉着周朝时那位因“仁义失国”
的徐偃王，现如今，徐偃王也被
徐氏后人奉为共祖。也许，莒根
人的古朴，就是源于这位徐氏共
祖吧。

回到莒根

文：巧克力 摄：水云间

海南，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
有“天涯海角”，有“南天一柱”，有
很多很多的沙滩、阳光、比基尼……

骑行，是一种特别的旅行方式，
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自行车刚刚
好。不快不慢，风景尽收眼底。

海南+骑行，会不会有一种别样
的感觉呢？想法一经提出，小伙伴们
迫不及待的要求制作攻略，来一场没
有遗憾的特殊旅行。

2017年大年初一，瑟瑟发抖中，
我们踏上通往海南的火车。历经33小
时之后，脱下大衣换上春装，暖洋洋
的温度非常惬意。

虽然 2013、2014年已经有两次的
海南骑行之旅，但说是“环岛”，其
实都只走了海南的东线。而这一次是
真正的“环岛”骑行，西线进东线
出，完成 800公里的路程，在高速的

骑行中感受放松的心灵，既是一种追
逐，也是一种享受。

此次骑行，大家选择的都是公路
车，骑行的速度提高了许多。计划 8
天完成的路线，6天就搞定了。美中
不足的是低头猛骑的时候，错过了不
少风景。

不知为何，海南岛有那么大的魅
力，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为她飞
奔而来，空投我们的自行车。一路
上，邂逅了无数爱骑行的梦想追求
者，虽然彼此习惯不留音讯的擦肩而
过，但每一次相遇都奠定自己追梦的
决心。

在我的眼里，青春是一场梦，一
场年华流转的“梦”，充满着我们的
各种念想。“海南”，在我的脑海里一
直都是一场“梦”。

“梦”在远方，“路”在前方，自
行车陪伴着我走向更远……

骑行海南

【品读家乡】【寻找目的地】

乡间小道中骑行，看到的是成片的香蕉、甘蔗、凤梨。
碰到正在采摘的农户，热情地邀请着你“骑累了吧，多吃
点！等会多带点，路上还可以吃！”然而椰子，到处都是，如
果你会爬树，那一路上就无须买水了，新鲜的椰子，味道特
别鲜美。

有人问，一个女孩子骑行晒得黑黑的，又如此的累人，有啥子意思？可能是“梦”
吧，一场不愿让青春埋没的“梦想”，而自行车恰巧是陪我一起实现梦想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