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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建文

背包揽胜

响天岭重逢
那一日，我们四位老同事相约去响
天岭，寻找曾经响当当的响天岭水电
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萧山全境
一共只有两座水电站，云石的响天岭水
电站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
我与育波在局调度室，
建中在
农电总站，
而辉哥在用电股。育波、
建中、
辉哥他们三位在二十多年前都曾经到过
这座电站，
而只有我一直没有机缘。
当车子停在山道旁，杂草丛生处一
座四四方方破旧的老房子出现在眼前，
我
怎么也无法将它与水电站联系在一起。
八十多平方米的厂房，
已经将水轮发电机
组、
配电房、
值班室统统装在了一起。
如今室外的电线杆子还依然挺立
着，满身长着锈斑的油断路器、变压器、
计量箱还端坐在原来的岗位上……
在这座小水电站里，留下了育波的
故事。他第一次去水电站，
是作为老师去
讲课的。那一天，
育波利用自己轮休的时
间，
坐公交车到戴村，
然后由电站雇了一
辆拖拉机，
把他拉到电站。上完课，
他还
给电站的每个值班员做了小测验，
回到萧

山的家中已经是深夜时分。而辉哥的故
事就比较简单，
每次去水电站抄表，
都是
一个固定的模式，
在镇上电管站借上一辆
自行车去电站，
虽说一年只有四次进山的
机会，
这其中有欣赏到山乡四季风光的喜
悦，
也有遭遇风吹雨打不快的经历。建中
则讲述了大山里架线和维修的辛苦，
故事
更长，
更让人听了感动。
不久，戴村电管站的健明站长赶
来，一番寒暄过后，我们向健明问及的
那些事，还是围绕着响天岭水电站的过
去和现在。我真想建议戴村镇的领导，
把这个已经关停了近二十年的水电站
保护利用起来，作为一个文化旅游景点
来开发，让孩子们增长一些水利发电知
识，让年轻人了解老一辈人的艰苦生
活，让曾经点亮山区的小水电站再一次
发挥它的光和热。
健明提议开车去山上看一看水
库，领略一下“响天竹风”的风采，立即
得到了大伙的积极响应。
爬完了“九曲十八盘”之后，汽车
也就失去了作用，我们把车子停在了那
家曾经风光一时的云石山庄门口，然后

■许也平

湘湖诗会

山如船坞（组诗）

徒步去往水库。那条红、蓝双色的游步
光阴荏苒，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
道修得相当漂亮，新近加宽了路面，又
年只是集防洪、抗旱、供水、灌溉等功能
装上了安全护栏，走在上面心里非常踏
于一体的水库，现在又添加上了一项新
实。这曲曲弯弯的小道，其实是一条美
兴产业——旅游。 如今的响天岭库
不胜收的观景之路，山壁上是倒挂下来
区，是戴村旅游的主要景区之一。健明
的青藤与绿荫，山崖下是满坡蓬勃向上
告诉我，每当周六周日，会有很多城里
的竹海翠绿，山间盘山公路气势壮观，
人来到这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水库游
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这山色鲜媚的景
玩。这里有“九曲十八盘”
“ 千米栈道”
致让人看了满心的欢喜。
“天狮飞瀑”，还有戴村最靓丽的那张名
沿着彩色小路走上十几分钟，
就到了
片
“响天竹风”
。
高约25米的水库大坝脚下。响天岭水库
没有身临其境，也许你并不能体味
于 1969 年动工建设，1975 年竣工，是由
到“响天竹风”的意境。在明丽清宁的
方溪、
顾家溪、
枫桥、
尖山下等四个村集资
响天岭上，在水光澄碧的水库岸旁，在
兴建的。水库建在海拔 300 米的山谷之
竹影摇曳的轻风之中，那蓝天，那流云，
中，
集雨面积0.84平方公里，
蓄水总量25
那心情，
才是最美最惬意的。
万立方米，
湖泊面积10000平方米。
说实话，
这次响天岭之行有点仓促，
我走在 78 米长的堤坝上，想象着
只完成了原定计划的一半，我们与健明
当年村民们修建水库时的困难与坚苦，
约定，
在秋高气爽的那一天，
再去一趟响
这条用大石块垒起来的大坝，可都是他
天岭。到时候，我想去看看水电站的老
们人背肩扛用双手用汗水用心血干出
同志，
与他们聊聊属于我们共同的过去，
来的工程，当时并没有借助任何机械的
把那些早已淡忘的趣事再挖出来晒上一
力量，完全是依靠山里人的意志和最简
晒；
我还想去看看月光下的响天岭水库，
单最原始的生产工具铁钎、铁锤、铁锹、
与满天的繁星叙叙如烟的往事，一起静
锄头、扁担、箩筐等来完成的。
静地聆听山谷中吹来的竹摇清风。

航坞山白龙寺
白龙寺在航坞山东北角，
坐北向南
俯视着萧然大地
向北方眺望
只见苍茫的钱塘江
水天一色，
潮起云涌
在遥远的北宋，
熙宁年间
一位云游的方丈
从时不时塌垮的江堤上
一路走来，
抬头仰望
只见山如船坞
仿佛定海神针
便向天跪拜，
席地而坐
方圆百姓
便在山上兴土木，
建寺庙
随后，
白龙寺云雾缭绕
航坞山便由此得名
与钱塘江遥相守望
白龙寺像一堵屏障
陡立在萧绍平原上
细心守护这方土地

还愿

一天比一生长
■孙道荣
一个老人喟然长叹，这一生太短
了；一个孩子百无聊赖，
今天太长了。
时间就是这么一个怪东西，今天很长，
一生却很短。反过来也一样，一生很
短，
今天却很长。
所有过去的时光，都是倏忽就过
去了。一年，又一年；5 年，10 年；上半
辈子，下半辈子，整整一辈子，倏忽就
过去了。感叹一生很短的，是因为他
这一生，差不多已经过完了，用尽了，
如油灯快干了，如日薄西山了。倏忽
就统统过去了，
可不很短吗。
今 天 不 一 样 。 今 天 是 此 时 ，此
刻。从黎明，到清晨；从上午，到晌午；

从午后，到黄昏；从傍晚，到夜晚；从上
半夜，到下半夜，一天的时间，是一个
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分钟又一分钟，一
秒钟又一秒钟，掰扯开来，一点一点地
来，一寸一寸地来。一天又长又倔，它
不会像老牛，你甩它一鞭子，它就快走
几步。今天就这么悠缓，
可不很长吗。
一生是由无数个一天组成的，而无数
个一天中，唯有今天是今天。一生可
能还剩余很多明天，但明天还没有来，
也许就永远不来了，它们都不是今天；
一生拥有很多昨天，但昨天已经过去，
永远也不会再回头了，也不是今天。
只有今天，才是今天。今天这个一天，

才会如此绵长，
似乎没有尽头。
但今天也会成为昨天，成为一生
的一部分。一天是“哗”就过去了，一
月是“唰”就过去了，一年是“噌”就过
去了，一生呢，往往是一声不吭，就过
去了。你瞧瞧，
一个比一个快。
同样是一天，一日，好日子比坏日
子快，甜日子比苦日子快，忙碌的日子
比空闲的日子快，快乐的日子比痛苦
的日子快。
同样是一生，一辈子，充实的一生
比空虚的一生快，有趣的一生比乏味
的一生快，积极的一生比消沉的一生
快。

越快，
时间就越显得短暂，
不够用。
越不够用，
越弥足珍贵。
每一个今天都过好了，一生中的
每一个一天都不曾虚度了，那么，又何
必在意一天之长，
一生之短？

夜航船

■戴祯桦

免费游背后
在为小强鼓气。
斌斌和小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他们开心地装了个鬼脸。
能去北京，那是件开心的事，斌斌
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是普通职工，收
入不高，还要还房贷，而去北京不是一
笔小钱，于是他比平时起得更早，睡得
更晚更努力了。
转眼就是中考，中午斌斌和小强在
食堂吃中饭时都说上午的语文考得不
错，谁知下午考数学时，小强肚子痛得
不得了，跑着去洗手间拉了三次肚子，
结果最后那道前几天做过的题，刚看完
题目交卷时间就到了。小强，因为时间
来不及，白白丢失了最后这 20 分！
中考分数揭晓，斌斌全班第一，超
过一中录取分数线 15 分，而小强仅以 1
分之差与一中无缘。
后来，小强妈妈一再坚持就近玩一

下，建议去杭州游两天。斌斌听后心里 “竞争是激烈的，现实是无情的，但人却
很不舒服，本来就住在杭州市郊，要玩
不能没有感情，不可太自私，成才者，必
杭州还不容易？阿姨分明是心疼钱。 须先学做人，
否则成绩最好，
又有何用？
”
好在妈妈坚持去北京，要按原定计划。
斌斌重重地点了下头说：
“妈妈，我
乐得斌斌、小强一跃三尺高，还举着拳
知道了！”此时，斌斌心里那个悔呀！原
头齐声喝：
“耶……”
来，那天中午，斌斌看到小强的汤里掉
那天，妈妈让斌斌帮着网上一起订
进一只苍蝇，当时想用筷子去捞，谁知
机票，斌斌忍不住问：
“ 妈，机票怎么要
一捞，苍蝇不见了，不知是飞走还是混
我们订？我比小强考得好，应该他家出
在紫菜汤里，因为这苍蝇和紫菜的颜色
钱才对呀。”妈妈说：
“你分数比小强高，
实在太接近了，而此时的斌斌脑中突然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本来就心里难
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是天意，万一万一
受，怎么还让他家出钱呢？我和你阿姨
……那么自己胜出的机会将更大，我家
原本就是这么约定：去旅游有考得好的
还可省下一笔旅游费。
那家出钱，分数低的这家，虽然没考好，
后来斌斌也曾自责过，但没有那么
但至少还有免费旅游散下心。
”
深刻。如今，
听妈妈那么一说，
他那个悔
听妈妈这么一说，斌斌终于明白
呀，
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利益，
一念之差，
了，也知道了阿姨坚持杭州玩两天，是
竟然失去了底线，
这分数他赢得脸红！如
为妈妈省钱。
果可以重来，
他一定知道该如何做。
斌斌若有所悟，只听妈妈继续说：
通过这件事，
斌斌终于长大了。

■俞方舟

人生感悟

机械心无爱
“班尼特先生，我的课上讲了仿生
人管家”，衣着华丽的小姐抬头看向身
后的管家，
“你会是吗？”
“当然不是，莉莉丝小姐，你的父母
不会放心把你交给一个仿生人的。
”
“为什么？
”
小姐泛着冷光的眼珠
“咕
噜”
盯准管家的脸，
“你说的可不一定。
”
“因为我有血有肉，莉莉丝小姐，我
还有心脏，它还在跳！”
“你会用心爱别人吗？”
“当然，就比如说我的心如此忠诚
地爱着您，小姐。”
“仿生人会爱人吗？”
“小姐，您应该记得，几天前刚刚上
过的课——机械心是不会爱人的。
”
“我应该爱谁吗？”
“不，小姐，您不——我是说，您是
应当被爱的。快些走吧，私人教师要急
疯了，千万别告诉他您忘了仿生人的知
识 。”管 家 整 理 着 小 姐 的 衣 冠 ，
“以及
——我爱您，
小姐。
”
小姐奇怪地回头看了一眼管家，为
什么他爱我？就像他说的一样，我不会
爱谁。小姐仰起头，不留给管家一声告

别，走进了学堂。
管家叹了一口气，将准备挥动的手
放了下来，回到了小姐的家，
准备晚餐。
他分派仆人们工作，然后他坐在偌
大的客厅中，
听着钟表的声音。
“咔嗒、咔嗒、咔嗒……”
“像机械心一样……”管家喃喃自
语。
他吩咐仆人为小姐准备鹅肝酱和
罗宋汤，小姐自从两年前就没有变过胃
口，以往我准备这些，她都会高兴地摇
着我的手，他自豪地说。仆人收起了迟
疑的眼神，做着与往常一样的晚餐。
“咔嗒、咔嗒、咔嗒……”
钟表响了六声，管家的心跳起来，
老爷和夫人会在这个时候带小姐回来。
门开了，小姐笑着跑了进来，随后
是夫人和老爷。
“欢迎小姐和老爷、夫人回家。”管
家笑着迎上去，铺设餐具。
小姐雀跃着讲述着私人教师给她
上的课，挥舞着干净的刀叉，
“老师说家
用仿生人不会爱人，我跟她说，家用仿
生人会爱人，班尼特先生就是！”管家苦

笑道：
“ 小姐，我确实爱着您，但我可不
是仿生人……”
老爷和夫人露出了了然的笑容，任
由莉莉丝胡闹。
餐毕，管家让仆人撤下用餐后的盘
子。鹅肝酱与罗宋汤仍是纹丝未动。
九点了，
管家的心跳开始加速，
他有
预感，有个时刻要到了。夫人的表情开
始不安，
她红润的脸颊变得苍白，
双手捧
在胸前，像是害怕失去什么。
“班尼特先
生……请你去哄小莉莉丝入睡吧。我去
扶劳拉休息。
”
一直沉默的老爷开口。
“好的，
老爷。
”
管家鞠了一躬，
上了楼。
楼上的房间一片死寂。在走廊尽
头，是莉莉丝的房间。管家轻轻旋开门
把，床上躺着安静的莉莉丝。望着莉莉
丝宁静的脸，管家露出了眷恋的微笑，
小姐两年了，
一直这么……
他松开了莉莉丝的背带，露出了光
洁的却闪着机械的光芒的凸起的背部。
他扣住凸起，
拉开，
里面跳动的是一颗机
械心，
他摁下了上面蓝色的按钮。
“欢迎使用仿生人重置系统。此系
统是为防止仿生人异常所设的记忆重

把我们拥有的一切
还给自然

车轮旁的花草
在党山古镇，
我看见
一辆废弃的手推车
斜卧在小河边乱石丛中
锈迹斑斑的钢圈
叙说着如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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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万象

斌斌和小强是同班同学，每次考
试，不是斌斌第一就是小强第一。他们
住在同一小区，妈妈又是表姐妹，你来
我往的两家特亲。
五一长假，他俩一起在房间里做作
业，斌斌隐约听妈妈和阿姨在客厅里说
中考后去北京旅游，于是问小强：
“她们
在讲啥，你听清了没有？”
“我只听了个大概，好像说考好后
谁家出钱去北京旅游。”
小强说。
谁家出钱？还有这等好事？北京
可是斌斌向往的地方，他打开房门问：
“妈，你们在说啥？谁要去北京？”
“斌斌，妈妈和你阿姨有个约定，等
到中考后，按照你俩考试的分数高低，
来决定哪家请客去北京旅游，让你们放
松下，散散心开开眼界。你小子要努力
呀，可不能输给小强。”
“小强，你也要努力！”小强妈妈也

把呼吸还给风
大海还给水气
群山还给石子
种子还给大地
地球还给太空
宇宙还给虚无

置程序，每周三晚进行一次重置，需要
手动操作，模本为 2095.11.23，接下来
为您宣读用户安全手册……”
在机械声中，房门被打开了，露出
了老爷疲惫的脸。
“辛苦你了，班尼特。劳拉她已经
睡过去了。
”
“这没什么，老爷，小姐在也是我的
幸福。我爱您，
爱夫人，
也爱小姐。
”
“ 整 整 两 年 了 ……”老 爷 看 着“ 女
儿”
的脸，
不知道是在跟谁说。
管家为莉莉丝穿好衣服，盖好床
被，他想起了两年前小姐车祸的前一
晚，他也是这样为小姐盖好被子。而今
天小姐的床头，竟也像当年一样，放着
一张感恩节的卡片。管家苦笑了一下，
与老爷一同走出去。
只有极静的夜，才能听到最细小的
声音。
“咔嗒、咔嗒、咔嗒。
”
仿生人的心，是机械心。他们只会
被爱，却不会去爱。他们是木偶，是玩
具，也是梦中人的眼罩，让陷入梦中之
人，
不复……
机械心……不会去爱。

一位坐在墙角老妇人
在绿荫的庇护下
一边悠闲地哼着小调
一边摇动着古旧的折扇
仿佛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只有那束，
车轮旁的野花
在风中毫无顾忌摇曳
顽强地展示着这个小镇的活力

南大房的故事
南大房是一座大四合院
四进房屋，
三个天井
木雕砖雕，
尽显智慧
党山用一湾河水
像双臂一样环绕
祖先们捉虾捕鱼，
兼营农商
日子倒也逍遥
那一年，
是在明朝，
嘉靖年间
先祖们在夜空里
在马鞍亭山，
擦亮一根火柴
在一盏油灯前，
席地而坐，
商议家事
从此迁移到党山河边
建造南大房而居

快乐老家

■谢季洲

家乡之美
“湘湖烟雨长菁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
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这是古人描写
湘湖的诗句，如今的湘湖不仅景色更美，游人也
更多。每次来到湘湖，我都会被其风韵震撼，久
久不能忘怀。
沧桑巨变，无数人来了又回。如今的萧山
更是飞速发展，万丈高楼平地起，处处都是新风
貌。马路上车水马龙，一排排的汽车如蚂蚁般
秩序井然地行驶着；马路两旁，万盏灯火大放光
明，一幢幢高楼大厦顿时披上了流光溢彩的衣
衫 ，一 条 条 街 道 也 都 变 成 了 皓 光 闪 耀 的 银 河
……几场秋雨冲刷走盛夏的浮躁与闷热，偌大
的城市增添了几分舒爽清新的秋意。
繁华喧嚣中若想寻得宁静，那么，阅读吧。
周末，我最爱去图书馆。在一层层排列整齐的
书架中挑选好散文集，轻轻拉开靠窗的椅子，身
边满是看书的，读报的，办公的人，但宽敞的图
书馆中只能听见翻页的声音。这种安静，像是
一种享受，它能让你投入于理想状态。我想，这
便是人们与城市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吧。
读完书，走在路上。清洁工人清扫着枯黄
的落叶，清脆的声音如一首交响曲。匆匆过路
的人们的脸上也带着笑意。在生活里，不仅只
是柴米油盐，
还有诗和远方，
你说呢？
心怀梦想齐奋斗，衷心不改萧山情。有些
风景不必远行去寻觅，因为家乡的美无处不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