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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有多处赏梅胜地，孤山
之梅雅，超山之梅闹，灵山之梅
则幽。

去年年初去西湖边的孤山见
了林和靖处士之梅，拜谒了他的
墓地，放鹤亭与梅花相映成趣，更
显“梅妻鹤子”之高洁性情。年底，
则去了灵峰探梅，那里主要以腊
梅著名。从浙大上老和山，登上山
顶，走了一段路到桃岭，三岔路口
下坡来，便是灵峰山脚下。走过来
鹤亭，买票进入植物园，一阵阵香
气袭来。果然，一拐弯，看到一片
梅林，那便是七星古梅，正是午
后，冬阳尚好，在这个色彩单调
的时节，金黄色的花朵星星点点，
虽不耀眼却也摇曳多姿，与山坡
上青翠的竹林遥相呼应，相得益
彰。古人以梅竹为君子，此地，乃
偌大一个植物园的最偏僻一角，
三面围山，为一喇叭形山谷，若
不是赏梅期，游人必定稀少，实
乃幽静之极。这里特殊的地理位
置，造成即使冬天也是气候温
和，适合梅花生长，路上台阶上
长满青苔，树林里鸟雀不时发出
一两声鸣叫，实为赏梅佳地。

这七星古梅，与别处不同的
是，共有七株，依次按序呈北斗
七星形状排列，组成梅林，实属
罕见。更有趣的是，此梅之名为
古梅，其实古梅早已被砍去，仅
余光秃秃的一段段树桩，后又发
芽长出新枝，逐渐俨然成林。

很早就听说过此梅，此地在
后晋开运年间建有灵峰寺，与不
远处的灵隐寺齐名，有掬月亭、翠
薇阁、眠云堂、妙高台、洗钵池等。
但到了明万历初年，山寺败落僧
人飘散，仅存殿宇。清嘉庆年间，
浙江都卫莲溪重修灵峰寺，四周
植梅花一百多株。宣统元年乌程
人周梦坡来此又植梅三百株，梅
海花界，此地遂成为赏梅佳地，
名“灵峰探梅”。民国后寺毁梅
颓。解放后，杭州人民重新修

葺，植梅五千余株，周围又新建
了亭台楼阁，以供人赏梅休息。

此梅开得早，谢得迟，也是
难得，早春时节，与周围的红
梅、白梅、绿梅一起开放，形成

“多梅争艳”的奇观。梅林边西
面是掬月亭边一小巧玲珑的“掬
月泉”，东面是一方方正正的

“洗钵池”，两泉池，一半圆，一
方形，同源而流，不溢不竭，颇
为有趣。想必山下青芝坞前潺潺
的溪水源头正来自于此，最后浩
浩荡荡经过浙大门前，就是著名
的玉泉，这泉哗哗流过，形成奔
涌的河流，蔚为壮观。

梅林周围，还保存有好几株
古树，更显其幽，“灵峰探梅”景点
门口就有一棵参天樟树，边上还
有一棵古银杏，格外引人注目，树
龄都在百年以上。阳光下，开得正
旺的梅花，焕发着勃勃生机，香气
飘过树间，绕过山谷，是否熏醉
了曾经在此赏梅的游人？

八百年前，梅花树下，这里
来过一位叫朱淑真的女诗人，她
留下一首《探梅》诗：

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寒梅
已满坡。

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
似谁么。

读此诗，眼前仿佛出现这样
一幕：寒冬天气，却温暖如春，一
树树梅花开满了山坡，暗香浮动，
疏影横斜，传递着春的气息。那探
梅之人禁不住眼前的明艳，折一
枝插在云鬓，俏丽多姿，花下之
人，更是妩媚妖娆。盈盈笑意之
间，风神潇洒，春心荡漾。

南宋女诗人朱淑真，号“幽
栖居士”， 长期幽居于西湖边，
一生爱梅，写下众多梅花之诗，
历史资料对她的记载不多，但完
全可以断定，住在杭州城涌金门
附近的她，生前定来过此地寻梅
探梅咏梅，钟情于此地。临死前
留下遗言，要静静长眠于此青山

怀抱的幽谷之中。
朱淑真的墓地在此，很多人前

来寻找过，均失望而归。有一位热爱
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叫比尔·波特，也
来找过，他在《寻人不遇》一书中详
细记载了此次寻访经过。可是查看
了很多墓碑，都没有找到，最后根据
互联网提供的线索找到一块与网上
照片相似的墓碑，那时天色已晚，上
面被人涂抹的红色字迹已无法辨
认，只好在暮色中扫兴而归。

探梅之后，从山谷中下来，回
望这一片梅林，渐渐隐没在山林之
间，点缀其间，隐约可见，幽香仍
丝丝缕缕，萦绕在耳鼻间。心想：
女诗人“幽栖”此处，定是心满意
足，婚姻不幸遗恨终身，断肠之
人，也许最终在这里找到了她的心
灵慰藉之所。何不也去寻访一下不
远处她的踪迹？路边有几块石碑，
一看字迹都是埋在这里的僧人，失
望之余，忽见左边有一山道蜿蜒而
上，于是信步走上去，碰到一游人
说上面山腰间有一奶娘坟，心想是
一女人坟墓，或许就是吧。走上去
一看，真的看见了网传照片上的石
碑，一阵狂喜，仔细对照，花纹都
是一模一样，这应该就是比尔·波
特找到的地方，可惜上面的红色字
迹都被人用白石灰涂抹掉了，即使
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也辨认不出
任何一个字迹。这就是传说中的朱
淑真墓？疑惑之间，发现边上有一
古墓，规模宏大，惊喜之下前去一
看，字碑上介绍说是“奶娘坟”，不知
是哪位名人之奶娘，也不感兴趣。

与奶娘坟相比，回头再看缩在
山腰间的这块石碑，实在太简陋太
粗糙甚至太卑微了，当初比尔·波
特来到此地，虽不能确认真假，但
他说：“它是否是朱淑真墓已经不
重要了，这里是她喜欢的地方，能
来这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如此。女
诗人生前不为人爱，追求自由与真
情而不得，死后被其父母将她的诗
稿焚去十之八九，仅留下这一部
《断肠集》，“断肠集里断肠泪，苦
涩之中苦涩味”，隔着几世仍能感
到扑面而来的凄凉，让后人细读之
后感慨万千，洒下心酸的眼泪。

“人生自是有情痴”“红消香断有谁
怜”，生前孤独绝望到骨髓里的
她，如今仍旧孤独地躺在此山坳
间，不为人识，不也是很好吗？

“莫对青山谈世事，此间风物
属诗人”，忽然想起掬月亭上的对
联。就不要吵扰她，下山吧。

灵峰探梅

□ 孙会芳

洞庭神韵，仪态万方，气
象万千，瞬息万变。墩岛组
合，移步换景。从太湖南岸看
到的天池，宛若“荷池”，洞
庭山诸岛组合，东山像荷叶，
西山像荷花和莲蓬，三山像嫩
藕。洞庭连天碧，天池别样
红。

我站在时家港口岸向西遥
看洞庭，东山如一片没有长全
的荷叶，左右卷拢，上下张
开，似一条深绿色的门帘垂到
了湖面；西山像刚长出的一朵
荷花，淡红色的，下半部被深
绿色的门帘遮着、衬着。深绿
遮衬淡红，色彩分明，大自然
的造化，很有灵性，上部分还
露出尖尖角，可爱。

走到沈家港湖堤，向西北
远眺洞庭，东山像张不卷边的
荷叶，但没有张挺，半合着，
像河蚌，像蛤俐，像活蚬，张
呀张的；还像少女未撒开的罗
裙，故意藏起了一半的美；也
像是有意慢慢来的，一定要生
长到鼎盛，才肯展示全部的
美。西山犹如半开的荷花，一
只斟上了小半杯红酒的酒杯，
杯沿成齿状，中间凹下去，空
空如也的地方也充满韵味，清
透、高洁、雅致。半合着的荷
叶和半开的荷花都似从淤泥里
长出来的，长到这样的状态全
赖太湖母亲的创意：金童玉
女，福地洞天。

继续向西，来到陆家港段
的南公堤上北眺洞庭，东山仍
像张荷叶，浮在水面上晃动，
展开的叶姿，虽如空碟一只，
溢出来的却全是美。因山峦相
互挨得紧，挤成的缝隙柔和得
像荷叶的叶脉，有好多条啊，
都从中心的小圆圈有序地向边
缘延伸，如此的均匀、笔直和
同步，让人想到画师的墨线勾
勒。我想：一定是出于太湖母

亲之手，以工笔画的手法勾勒
出了这样的叶脉，承载了喇叭
式的荷叶，对天长啸，仰天大
笑，神圣哪。西山仍像朵荷
花，呈开着的形状，缥缈峰高
耸，诸山峰磅礴，所以花瓣大
多是垂直的，仅有两片处于耷
拉状态，但显得自由、洒脱、
飘逸，让西山横向和纵向都平
衡，让荷花婀娜多姿更毓秀，
在湖风中轻轻摇曳。

来到溇港交界的吴溇，登
上吴村烟市的亲湖平台，坐在
美人靠上欣赏洞庭，首先映入
我眼帘的是：太湖母亲把“三
山门”推开了。听从太湖母亲
的安排，三山岛像是故意让
座，主动向西移位与平台岛靠
拢，东山岛像是故意大踏步向
东移位，把横泾搂在怀里，中
间让出了太湖这个大缺子，让
西山岛露出全影，新组合新状
态，天池太湖成了另一副模样
的“荷池”。

然后细细看，东山半岛
“满池荷欢曲不尽”，高低不同
的荷叶互不相让赶着趟儿，袅
袅婷婷，在轻浪中涌动，东段
的荷叶普遍长得高，长得最高
的是“莫厘”，高自标誉，自
信从容。簇拥着“莫厘”的那
几层荷叶扎堆似的轧闹猛，一
窝蜂抱团，众星拱月般争着向
上，层层叠叠堆成了“山”，
终于显现出这段洞庭的高峻、
沉稳、雄伟。西段的荷叶长得
低，荷叶田田贴着水面，一张
碰着一张，一片连着一片，低
低的一长条，显得低调谦逊，
像有意让出空当，方便西山岛
的整体亮相和全方位展示。那
西山岛呢？“碧玉搔头落水
中”“一朵芙蕖，开过尚盈
盈”，四面环水，仿佛一朵荷
花独处天池，花瓣清一色呈水
平状，花瓣沿花蕊整齐排列，

花蕊里有个小小的莲蓬，可爱
的小精灵出世。“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此时的
西山岛，像荷花，又像葵花，
向着太阳微笑。

再往西走，便来到“桥似
中名界分江浙”的胡溇，我站
在太湖口的水闸楼台上朝东北
看洞庭，远山近水，天然画
卷，尽收眼底。“荷池”又有
了新组合，东山半岛虽远去了
许多，但还是荷叶的聚合，荷
叶间的排列似乎非常有规律，
像鲤鱼身上的鳞片，齐刷刷
地，由近及远。而近处的三山
岛与平台岛、大雷岛、小雷岛
等墩岛连成了一座长长的“龙
门栅”，为鲤鱼跳龙门作预
设。远处的西山岛也被围在这

“龙门栅”里了，像一尊佛祖座
椅，进入佛门圣地，有了佛家的
超脱，安全、静谧、温馨。缥缈
峰像端坐的弥陀，笑着，念着：
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处在
这“龙门栅”的保护中，西山这
朵荷花养尊处优，显得唯我独
尊。奇特的是，这朵荷花的花瓣
还没有零落，里面的莲蓬似乎成
熟了，沉甸甸地向阳生长，期待
着与太阳拥抱。

若单独看这三山岛，极像新
藕浮水，然后跳将出来整体看洞
庭再看太湖，自然进入“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意境，三山岛像续发的驿站，在
她的身后，东山和西山似两列碧
绿碧绿的列车徐徐出站，驶向长
三角，驶向绿色生态一体化。

我看洞庭

□ 姚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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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迎春 （李陶摄）

今天是我们来到舟山的第二天，
我和爸爸一起看日出。

我们到沙滩的时候，太阳刚好升
起。第一缕阳光从沙滩旁的山顶上透
过来，那刺眼的金光，十分美丽。

刚刚还是一片黑乎乎的天空，现
在立马变得亮堂起来。天空颜色也开
始变化了，先从一开始的浅蓝色变成
了蓝绿色，再由蓝绿色变成天空蓝。
在海滩上等候日出的人们，纷纷拿出
相机、手机，把这幅美景拍下来。

太阳升起后，我和妹妹在沙滩上
尽情地奔跑。跑累了，我们就坐在沙
滩上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拍打着沙子
的声音。海水拍在沙滩上，我们借用
海水冲洗着被沙子弄脏的脚丫。我们
还在沙滩上捡了许多样式的小贝壳，
有粉色的、有白色的、有灰色的……
我们还捡到了一只大海蜇，它的触角
是红色的，摸起来滑滑的，闻上去则

是一股腥味。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桶
里，加了点海水，就这样，它安稳地
躺在里面。

这时，天空的云又开始变化起
来，有的像一匹马，有的像一个快乐
的小孩，还有的像一只小羊，很可
爱。海边的云移动得非常快，不一会
儿，就从一个山头移动到了另一个山
头。海边的云非常轻，看上去就像烟
雾似的。

玩了很久，我们要走了。我和妹
妹把小贝壳和海蜇放回了大海，让它
们回归家园。走的时候，我回头一
看，只见在阳光的照射下，大海波光
粼粼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原来，海上
日出那么美！它将成为我美好记忆中
难忘的一部分。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徐志
凯）

海边
小记者 金嘉怡

友谊不用碰杯，友谊无需赠礼。真
正的友谊是预见对方的需要，而不是宣
布自己需要什么。

《夏洛的网》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
与友谊的故事。在朱克曼家谷仓里，生
活着一群动物。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
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某天，威尔伯得
知了一个残忍的消息：朱克曼家让威尔
伯长胖，只是为了要杀它，它将会在圣
诞节当天成为他们盘中的熏肉火腿。威
尔伯似乎唯一的出路只有被宰杀，成为
圣诞节人们盘中的美味佳肴。夏洛不但
在威尔伯最无助时给予温暖与关怀，还
坚定地表示要救威尔伯。它仅是一只蜘
蛛，无法抗衡命运，但它不畏艰难，在
猪栏上织出了被人视为奇迹的网上文
字，使威尔伯的命运彻底逆转。

《夏洛的网》是美国作家E·B·怀
特所写。夏洛和威尔伯的友谊无疑是珍
贵的。夏洛虽是渺小的蜘蛛，它却聪
明、重感情。它织出奇特的网上文字，
使威尔伯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不

求回报，为威尔伯结网，因为它们是朋
友。它通过帮助威尔伯，让它的一生有
了意义。

书名《夏洛的网》既指夏洛织出的
网上文字，又代指它与威尔伯深沉的友
谊与爱。夏洛的网挽救了威尔伯，也是
它们友谊的象征。真挚的友谊是人生最
美好的无价之宝！

书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威尔伯问
夏洛：“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我
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夏
洛的答复是这样的：“你一直是我的朋
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
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然而生命
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
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
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
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的生
命价值。谁都知道，人活该做一点有意
义的事。”夏洛的话阐述了生命的真
谛，也点明了该书的其中一个主旨。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彧）

《夏洛的网》读后感
小记者 蒋嘉韵

今天是特别的一天。
我们来到江陵实验小学，听余老师

关于阅读的讲座。一进报告厅，我就被
壮观的场面吸引住了。当我还沉浸在视
觉享受中，一位中等身材、平易近人的
老师来到了台上——他就是余老师。

余老师绘声绘色地讲了关于阅读的
几个要点。第一点，要把故事中的人物
变成自己来读；第二点，可以根据上文
来想象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三点，
可以根据谐音来预测人物对话；第四
点，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形成对
比。老师在台上娓娓道来，我在台下听
得津津有味。

在这场讲座中，余老师还特地以

《水浒传》里的两个打虎人物——李逵
和武松为例，详细地讲了他们打老虎的
故事。李逵用刀杀了四只老虎，而武松
在打老虎前喝了十八碗酒，他借酒壮
胆，却只打死了一只老虎。人们把杀了
四只老虎的李逵忘了，却把打死了一只
老虎的武松记住了。你们知道，这是为
什么吗？因为作者把武松打虎写得生动
有趣，而李逵的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当
然会对生动有趣的内容印象深刻。这给
我很大的启示：原来，要写好文章，有
很多门道呢！

余老师的讲座是有趣的，也是难忘
的！它让我受益匪浅。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彧）

美好的阅读之旅
小记者 翁思瑶

这个夏天，我去了武功山云顶
景区。

我们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
“一木成林”景点。这里的确名副
其实：此处只有一棵不知名的树，
它挺神奇的，从泥土下长出近十根
与主干同样粗的枝干。从远处看，它
就像是一朵巨大的花；走近了看，我
才知道这是一棵树，那主干是爷爷，
枝干们则是他的子子孙孙……好一
个“多子多福”啊！

继续往上爬，我看到了金壶洒
酒瀑布。瀑布像从云端飞泻而下
般，宛如一条银白色巨龙，飞腾
着，怒吼着抖落了云霞。那溅出的

水花形成了一张朦胧、梦幻的幕。
而瀑布边上的树林中的鸟鸣声，映
衬着飞瀑的水流声，就像谱出了一
支动人心弦的乐曲，又像一首精彩
绝伦的诗，还像一篇妙趣横生的散
文……无论你把它想象成什么，此
声，此景，怎样都是美的。

最后，我登上了云顶栈道。当
走上去的那一刻，我就不由自主地
全身发抖。这真是“不走不知道，
一走吓一跳”，我已经爬得如此高
了，向下看去，一片悬崖绝壁。我立
马闭上眼，克制着自己的慌张。我鼓
起勇气，再向远处眺望：巍峨的群
山，飘浮的云海，远处的村落……
斜阳下，一只白鹭从山间飞过，振
着翅膀，忽闪着不见了……

夏天的这一刻，我鼓起了勇
气，一步步走着那通向“云顶”的
楼梯……

（指导老师：汾湖实验小学 庞
亚萍）

爬山
小记者 陈炳哲

我是一位阳光少年，脸上总是洋
溢着笑容。是什么，让我这么快乐
呢？当然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有些人说：好好读
书，为国家做贡献；有些人说：儿孙
满堂，丰衣足食；有些人说：打败疫
情，身体健康；有些人说：家庭圆
满，事业有成……我的回答却与他们
大不相同，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
事。幸福就像在我的心灵中开出的一
朵朵小花。

记得上一次，我乘公交车回家，
车上座无虚席。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位子，便坐上了座位，生怕被别人抢
去。不一会儿，我看到年近花甲的老
奶奶没有座位，不假思索地站起来，
扶着老奶奶说：“奶奶，您坐。”老奶

奶抬起了颤巍巍的手，握着我的手，
感激地说：“谢谢。”她咧开干瘪的嘴
笑了。这笑容就像一颗糖一样，融化
在我的心里。

还有一次，我看见妈妈下班回家
后疲惫不堪，她却还要坚持洗衣服，
我赶紧跑到妈妈跟前，对她说：“妈
妈，你这么辛苦，我来帮你一起洗
吧！”妈妈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头
说：“我的儿子怎么这么乖了？”随
后，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不也是
幸福吗？

在我的生活中，幸福这朵花留下
了一道极其优美的曲线，诉说着一个
概念：幸福是一种接受；幸福是一种
奉献；幸福更是一种和谐。
（指导老师：吴绫实验小学 计晓蕾）

幸福
小记者 陈锦华

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中的云
朵披着各种不同的白袍子，美丽极
了！我和爸爸出发去采桑葚。

到了蚕桑园，我迫不及待地跳
下汽车，开启了快乐的采桑葚之
旅。一踏入园子，大片大片的桑树
映入眼帘，那就像一片绿色的海
洋。大大的桑葚躲在一片片手掌大
小的桑叶间，有的只露出半张脸，
像个羞答答的小姑娘；有的完全被
遮盖住了，像在和我们玩捉迷藏；
有的大大方方地露了出来，正在欢
迎我们来采摘呢！走近一看，只见
满树都是果实，那果实密密麻麻，
又黑又大，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紫灯
笼，十分诱人，让人忍不住想咬一
口。

我提着篮子，瞄准一颗又大又
紫的桑葚。我的手指刚碰到桑葚，
它就调皮地“跳”下了树，掉入泥
土里了！好可惜啊！我心想：这颗
肯定太熟了！看来，我得换个办

法。这下，我可有经验了：两手配
合，一只手手心朝上放在桑葚下
面，另一只手轻轻采桑葚。就这
样，一颗完整的桑葚被我摘下来
啦！看着手中的桑葚，它如同一颗
紫宝石，令人垂涎三尺。我把这颗
大大的桑葚塞进嘴里，轻轻一咬，
一股比蜜还甜的汁水喷射而出，直
沁肺腑，一直甜到了我的心窝里。
我像一只快乐的小蜜蜂一样，在蚕
桑园里穿来穿去，到处采摘着。不一
会儿，我就摘了满满一筐。林间的小
鸟叽叽喳喳的，闻着香，飞了过来，
好像也想尝尝我亲手摘的桑葚呢！

我们在桑树下跑着，笑着。阳
光照耀在绿色的桑叶上，颗颗果实
在微风中舞动，绽开了灿烂的笑
脸，一同与我们欢笑。

太阳下山了，我提着沉甸甸的
篮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蚕桑园。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徐
志凯）

采桑葚
小记者 杨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