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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城记

在浙江作家群中，俞梁波是一个
“异类”。“我生活在江南，但我的文字好
像是属于北方的。”我们从他的小说《狗
事》《死了一棵树》《爆炸的河》《谎言》
《一个人的路》中，都看到了北方小说家
那种大气豪迈的写作风格以及先锋派
小说前卫的艺术表现形式。他是一个
探索型的作家，他认为南方文学与北方
文学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南方的土地上
也能生长一些异样的东西。就像萧山
这座城市，纵深不到200公里，但城东
与城南的语言体系却完全不一样，人的
行事习惯以及生存方式也是截然不
同。任何人在某地生活了几十年后，他
都难以逃脱生活的土地给予他的某种
特性。在他看来，萧山故事，就是中国
故事。

俞梁波的长篇创作还有个特别之
处，那就是他从来不作形式上的谋篇布
局，不给自己打框架，他的创作过程完
全按照人物发展的线索走，创作是一个
变化的过程，写着写着人物就走向了，

人物的命运永远是曲折的。长篇小说
创作是所有文本创作中难度最大的，他
的作品具有现实深度和历史厚度，被评
论家们称为不可多得的具有鲜明个性
的作家。

2007年，才33岁的俞梁波就以他
骄人的创作业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填补了萧山作家中无中国作协会员的
空白。如今，作为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区文联副主席和萧山作家协会主
席，他是萧山乃至杭州文学的引领人，
他为振兴萧山文艺事业付诸了许多心
血：每年策划组织大量活动，以个人友
情邀请中国著名作家来萧讲学，把萧山
作者的作品引荐给文学杂志，为本土作
家开作品研讨会，帮助萧山优秀作者加
入省、市作协，他带领萧山文学走在了
杭州地区乃至全省县（市）区同行的前
列。他说，一棵树已经扎根在这里，就
尽量让他根深叶茂，这也是文化人的责
任和担当。

兢兢业业工作，马不停蹄写作是他

的常态。他说要为萧山留下一些东西，
哪怕是一点痕迹也好。他婉言谢绝省
市上级相关部门的多次调动，扎根萧
山，埋头创作。二十年来，他在国内重
要的文学期刊《北京文学》《江南》《钟
山》《青年文学》《山花》《小说选刊》《作
品与争鸣》《中华文学选刊》等几十家文
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300多万
字，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
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西湖文学
奖、首届西湖文学双年奖小说奖、杭州
市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等。

这么多年打磨下来，俞梁波还是原
来的那个样子，没变，坚定信念，自加压
力，一部接着一部，永远走在出发的路
上。

俞梁波：“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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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这辈子注定只认准做一件
事，没完没了，永无止境地去做。俞梁
波便是这样的人。他认准在做的这件
事就是写作，写作，停不下来的写作。

在俞梁波身上有几组数字很令人
震惊：写作20年，全国30多家纯文学
期刊杂志发表他的作品300多万字；
另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短篇小说集2
部，还有报告文学4部；长篇小说《大

围涂》60万字，写了6年，长篇小说《刺
刀》22万字写了2年半，今年将出版的
长篇小说《面具女郎》竟然在15年前
就写了三章；每天21点至凌晨1点半
是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365天，几乎
天天如此。

看到这组数字后，很少有人会想象
得到“著名作家”这一光鲜亮丽的称谓
背后是怎样的一种煎熬。俞梁波在接
受采访时多次说到：“写作就像马拉松
赛跑中的那些选手，永远得保持旺盛的

斗志，不歇的激情，向前冲的意志。而
且一旦进入这个赛场，就很难再走出
来，因为永远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赛场在
等着你去赛跑。”

他的感悟是：作家在某个阶段总会
背负压力，就像一个个炸药包似的，它
们会搅得你的生活很痛苦，就像得了慢
性病一样，哼哼哈哈，说不出来具体哪
里不舒服，但就是全身不舒服。二十年
来，他一直被这种赶不走的“痛”煎熬
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去俞梁波的办公室见到的情景永
远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埋在堆叠得高高
的书中，如果不仔细看真不知道里面还
有个人。书是他的最爱。他讲了一个
小时候与书的趣事：上小学的时候，一
次他向堂哥借了一本书，但约定只能看
一天。他捧着厚厚的书，奔向田野躲进
稻草堆，把自己埋在里面。等天黑了母
亲才把他从稻草堆里揪出来，那一天他
饿着肚子连一滴水都没进。打那之后，
他看书的速度超过常人，什么书都看。
他记得读初中那几年，镇上有个小书
店，他几乎买了店里进来的每一本新
书。连自己都不曾想到日后竟然一辈
子与文学结了缘。

说起俞梁波写的书，首先要提的是
2017年出版的《大围涂》。这是一本讲
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一个特定历
史时期下的萧金县的大事件——围涂
治江。这是历史的印证，在生与死，在
理想与信念，在情感与利益，在不可预
测的命运里，人的疯狂与理智，复杂与

单纯，无畏与果敢……概括地说，这是
人类挑战生存极限，追求吃饱饭的命
题。有人评价这部作品：在寂静的书
斋，作家倔强地守护着责任、理想和情
操，用才情与豪气揉搓而成。而出版这
部小说的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称：小说气势磅礴如江潮奔流，大开大
合，史诗画面呈现十万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创造“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小
说的问世在浙江甚至全国文坛，刮起了
一股“大围涂”之风，全国各大网站，浙
江日报、浙江新闻、钱江晚报、杭州日
报、杭商杂志、浙江文化杂志、浙江作家
杂志、中国作家网、浙江作家网等省内
外媒体纷纷报道，刊登相关评论文章。

洋洋洒洒60万字，一碰就是6年，
这6年中，他是一个寂寞者，是一个独
行者，是一个人在无数个夜晚面对的一
场战争的折磨。俞梁波说，围垦是萧山
精神的发源地，萧山作家理所当然有责
任去记载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
萧山的作家，我非常庆幸生长在这么一

块了不起的土地上，我爱萧山，我要尽
我的能力写透萧山。《大围涂》的写作，
归于一种情怀。那种写作的激情就好
像成了我身上的一个瘤，如果不切掉，
令我焦虑不安。于是，狠了狠心，用了

“刀子”。今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
觉。《大围涂》在上海全国书展亮相，这
也是萧山作家的作品首次进入全国书
展，它将萧山文化推向了更高的平台。

可以说，这部长篇巨作是俞梁波长
篇小说创作的成功转型，与其以往先锋
派小说的创作风格不同，《大围涂》是以
最简单、最接地气、最朴实的手法，老老
实实地写，按照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认
真地说一个故事。他希望在萧山，无论
是孩子、年轻人，还是我们的父母辈，都
可以读一读这本书。让孩子们知道这
块土地的历史；让年轻人知道这块土地
是他的根；让中老年人从中寻找属于自
己的火热青春。

要为萧山留下一些东西，哪怕一点痕迹也好

《大围涂》：用才情与豪气揉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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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
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中
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全
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穿越北京、天津、
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是世界上最长的
人工河道。

2017年2月24日，习总书记在视察北
京通州时，对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生态环境等问
题做出重要指示。要以“建设大运河文化
带，讲好中国运河文化故事”为契机，呼应

“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并将大运河建成
世界级的文化运河、经济运河和生态运河，
让流淌了千百年的古老运河全面展示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继
承的自信，从而推进共筑中华文化强国梦。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延伸段，
在萧山境内绵延21.6公里，与世遗邂逅也
是萧山之幸。运河流经萧山段叫官河，也
称西兴运河和萧绍运河。它是萧山人的
母亲河，千百年来，积淀下了丰厚的地域
文化特色和人文资源，是一条流动的文化
带，牵系着萧山人的恋乡情结。与别的地
方运河不同的是，自从杭甬运河改道后，
因官河原先河道相对狭小，大型航船不能
通行，已失去了原有的运输船只的功能，
仅留下文物保护的价值。船来船往，樯橹
相连，已是昨天的故事和记忆。

河埠可以说是每个村落与水共舞的
亲水平台，独具水乡风貌，大都以沿河两
岸而筑，萧山人习惯上叫河埠头，东片人
叫踏道头。早年的内河，不管村庄大小，
无论在河边或在池塘边，大都建有各式河
埠。它不光是生产与日常生活的主要场
所，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地。夏天，不会
游泳的小孩趴在河埠石块上学游泳，大人

们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河埠上教游泳。孩
子们学会后，就把河埠做跳台，做一些让
大人们吃惊的跳水动作。玩到尽兴，就下
水在河埠周边抓鱼虾、摸螺蛳……河埠头
在旧时候也是水乡老百姓婚丧嫁娶的必
经之地。搬嫁妆、接新娘、回娘家；外出打
拼的男子，叶落归根的游子，送老归山的
送葬队伍……这些场景大都是在河埠头
发生，用的全都是舟船。

有关河埠头的俗语、谚语有：“踏道泥
鳅”（踏道，也叫河埠档，就是河埠上的石
阶，由于长期浸在水里，大都长有绿色的
青苔，很滑。泥鳅本身也很滑，因此，踏道
泥鳅就更难捉住），萧山人以“踏道泥
鳅”，比喻人的狡猾；“河埠头讲公婆，念佛
堂讲媳妇”（是说媳妇和婆婆都在背地里
讲对方的不是）……

河埠头是村子里的一个热闹所在，它
不单是劳作和休闲的地方，还是一个家长
里短交流情感的场所。现在多被废弃和
湮没，只有不能忘怀河埠头情结的老人们
还在河埠头洗涤东西。

官河沿途的河埠多数沿集镇老街、庙
宇、村落而建，村庄房屋逐水而居，河埠相
对与内河河埠有所不同，有大有小，造型
款式相对考究，除了平民的汲水洗涤，还
有官方的交易、交通等用途。它与内河河
埠不同的是，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座突兀河
边，特别是在靠近村落的纤道中沿道，这
河埠可以说是一座接着一座，远远望去错
落有致，很有节律感。

运河上的河埠它不仅有内河河埠的
功能，主要还是交通码头的功能。河埠的
式样有好多种，但主要还是双落水和单落
水。双落水和单落水又分内凹式和外凸
式等几种。一般河岸边的河埠上，大都有
一块缆船石，缆船石上雕凿着一个拳头大
小的石孔，这石孔就是专门为靠岸的船只
拴缆绳之用。

河埠：浙东运河萧山段的活古迹

老岳庙河埠

老岳庙是萧山民间的叫法，志书上
称：东岳行宫，具体位置在城厢街道杜湖
社区境内的官河南岸。早年来老岳庙烧
香的善男信女大多数都是摇船来的，船停
靠在蒙山脚下的运河里，然后从河埠起岸
上山拾阶而上。

老岳庙河埠属于运河河埠中的高配
版，旗舰版。河埠的规模格局要比其它河
埠大，两边有贯通的纤道；原河埠上去建
有路亭（就是蒙山茶亭，该茶亭建于康熙
十一年，绍兴知府孙鲁撰有碑记，同治三
十年僧人振法募捐重修），靠东侧有镇邪
保平安的七佛柱，河埠两边砌起的石块上
还有文字碑刻……这些在其它河埠上是
不多见的，这些文物遗存就是水文化的积
淀。

七佛柱为七棱形立柱，顶部有莲花纹
修饰，七面刻有“南无多宝如来”等名号。
七佛柱一般竖在寺庙大雄宝殿门口、大路
边、桥堍旁，但竖在河埠旁在萧绍运河其
它河埠却没有出现过。它的主要作用是
让一些南来北往的烧香客出入平安。另
外在河埠中临水的一面刻有：“本庙主持
性道重修”字样。其它在路亭的基石上也
有碑刻，靠西侧刻有：“道光二十年信士徐
云祖重修”字样，道光二十年，即公元

1840年，按天干地支纪年法为庚子年，就
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东侧的碑刻还
被渣土覆盖着，裸露的石面上有几个碑
文，内容不详。

老岳庙以庙会隆市，农历三月廿八和
七月十三是东岳大帝诞辰，这两天四方香
客成群结队，各色船只停靠在运河边，多
的时候长达两三里，这样的盛况在其它庙
宇中是比较少见的。为此一个河埠上下
比较拥挤，因此河对面也筑有一个河埠。

清朝诗人来又山写过萧山竹枝词《岳
庙烧香船》：“蒙山岳庙地灵哉，妇女烧香
满艇来；都挂牟尼珠一串，就中近有女僧
陪。”还有位清朝诗人沈堡写过湘湖竹枝
词，其中有一首就写到湘湖附近村庄里的
女子，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一路乘
船到老岳庙去烧香的情景。“湖畔村姬颜
色红，浓脂腻粉斗春风；乌蓬艇子离南浦，
去拜蒙山东岳庙”。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
的民歌演变过来，是我国的一种民歌形
式。这两位诗人用竹枝词写老岳庙香客
可谓信手拈来，妙趣横生。

老岳庙河埠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