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妩媚娇姿
的镜泊湖

走进绍兴，这座
拥有上下两千年历
史、方圆八百里江山
的古越水城，犹如走
进了一卷清爽秀雅
的山水画：水澄如镜
的东湖、千岩竟秀的
会稽山、旖旎风流的
兰亭……徜徉于此，
不知不觉便迷失在
那一段段历史烟云
里： 禹王的情怀、书
圣的风流、陆游的诗
性、 徐渭的癫狂、秋
瑾的慷慨、鲁迅的硬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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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本帅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它像一颗闪光的绿色宝石镶嵌在
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张广才岭和老爷岭
上， 妩媚多姿， 秀美动人。

大约1万年前， 火山爆发堵塞了
这里的河道， 形成了一个南北长约45
公里的湖面 。 东西最宽处有9公里 ，
最窄处仅300米 ， 总面积约90．3平方
公里。 湖水深40米至60米， 湖面平如
明镜， 故名镜泊湖。

镜泊湖上最壮观的景色要算吊水
楼瀑布了。 湖水自南湖头流至北湖头
吊水楼时 ， 突然飞泻入潭 ， 形成瀑
布。 瀑布宽40余米， 落差达20米， 潭
中水深60米。 每逢雨季， 湖水溢出，
黑石潭上三面飞瀑直下 ， 宽达数百
米， 千米之外便可闻其声， 其势堪与
世界最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相比。

相传， 很久以前的靺竭国国王欲
选一个美貌女子为后。 于是便差一道
士带着一个宝镜去寻。 国王宣称： 能
将美貌永远留在宝镜里的女子便为王
后。 道士走遍天下， 最后终于在吊水
楼见一女子， 其美貌印在了宝镜上。
道士喜出望外， 急告国王前来求婚。
那女子向国王提了一个问题： “世间
什么最宝贵？” 国王便答： “世间至
高莫过皇帝， 至尊莫过君王。” 女子
言道： “君不种五谷， 再有权力也得
饿死。” 说后便化作瀑布。 这就是传
说的红罗女。

湖上的白石砬子、 大孤山、 小孤
山、 道士山、 珍珠门、 城墙砬子、 老
鸹砬子与吊水楼瀑布并称镜泊湖八大
名景， 构成绮丽的湖上风光。

湖旁的地下森林， 被称为火山口
森林 。 这里有十个大小不同的火山
口， 形似盆、 深如井， 构成了又一个
奇观。

现在， 镜泊湖已成为旅游和休养
胜地。 镜泊山庄是旅游的中心点， 从
这儿可以乘船饱览湖上风光， 也可乘
车去地下森林或古渤海国遗址。 抱月
弯 、 杏花邨 、 龙泉浴场 、 园林之家
……一处处奇妙风光会使你心旷神
怡， 流连忘返。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走进绍兴
会稽山水秀甲江南

说到绍兴， 不得不提起大禹， 这
位上古神话中的治水英雄， 他的卓著
功绩， 堪与尧、 舜齐名， 死后安葬于
风景秀丽的绍兴会稽山上。 一早便驱
车来到会稽山拜谒禹王， 入口处牌坊
前 ， 横卧一条青铜栏杠 ， 名曰 “龙
杠”， 凡是进入陵区拜谒者， 上至天
子 ， 下到布衣 ， 都要在此下马 、 下
轿 ， 徒步入陵 ， 来表示对这位 “圣
王” 的尊崇。

神道两侧遍植松柏， 环境清幽，
走了大约有一公里左右， 才到达禹陵
广场， 跨过禹贡桥， 沿着松竹交翠的
甬道拾级而上， 尽头是飞檐翘角的碑
亭， 内立 “大禹陵” 三字巨碑， 碑前
两株百年盘槐如两位门神， 守卫着长
眠在此的禹王。

绍兴东湖， 与杭州西湖、 嘉兴南
湖并称 “浙江三大名湖”。 东湖所在
地， 原来是一座青石山， 祖龙东巡曾
在此驻驾饮马， 故又名箬篑山。 汉代
以后， 箬篑山成了一处天然石料场，
历经千百年来凿穿斧削， 几乎搬走了
半座山， 形成山水交辉的东湖。 游东
湖， 最好雇一条乌篷船， 否则便去不
了陶公洞、 仙桃洞等圣境。

陶公洞入口处仅容一艘乌篷船，
小舟飘入洞内， 四周悬崖峭壁， 向上
仰望， 顶端露天狭窄如洞口， 光线从
洞口射入幽暗洞中， 使坐在船上之人
如置身井底之感， 碧潭岩影， 洞内十
分清凉， 悉心谛听石缝中渗出的水珠
滴滴答答落入湖中的清脆， 如入神秘
幻境， 大吼一声， 回音四起。 船出溶
洞， 一种重见天日的庆幸， 东湖最底
端为茶楼和水上社戏的表演舞台， 在
此喝茶看戏， 似乎穿越到了鲁迅小说
里 “坐乌篷、 品黄酒、 看社戏” 的情
景。 “剪取鉴湖一曲水， 缩成瀛海三
山图”， 石桥、 崖壁、 亭榭……零零
星星点缀在湖面上， 鸟瞰如同一个巨
大的天然盆景， 因此， 东湖又有了一
个 “天下第一山水大盆景” 的美称。

兰亭流芳书圣父子
东晋战乱， 王谢桓庾等豪门贵族

迁至会稽山阴 （今绍兴）， 绍兴成了
全国第一大都会、 江南首府， 地位相
当于今天的上海 。 永和九年三月初

三， 43位国家军政高官在绍兴西南兰
渚山下、 崇山峻岭环抱的兰亭把酒作
诗， 酒浓耳酣之际， 王羲之一气呵成
“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 绍兴
兰亭， 因此声名鹊起， 成了名扬四海
的书法圣地。

从篱笆门进入， 四周茂林修竹，
前方一池碧水 ， 鹅只成群 ， 悠游嬉
戏， 王羲之爱鹅成痴， 世人皆知， 三
角亭内有一石碑上刻 “鹅池” 铁划银
钩， 相传是书圣亲笔所书， 兰亭布局
以 “曲水流觞” 为中心， 流觞亭前，
一条 “之” 字形的曲水绵延流长， 似
乎在诉说着千年前的一场书法盛会。
东北一隅粉墙黛瓦的 “右军祠” 四面
临水， 内有墨池一方， 池中墨华亭楚
楚玉立， 亭旁连桥， 祠旁环廊， 祠内
供奉道骨仙风的王羲之。 碑亭前一爿
坪场， 四周摆放着足足十八个水缸，
是当年王献之苦练书法的见证。

名人辈出大师故里
青山秀水成了孕育人才的摇篮，

绍兴城故此群星璀璨 ： 爱国诗人陆
游 、 青藤才子徐文长 、 鉴湖女侠秋
瑾、 学界泰斗蔡元培、 文学巨匠鲁迅
……绍兴城的名人故居亦星罗棋布，
你可以去沈园看一场凄美浪漫的 《钗
头凤》， 到徐渭故居当一回 “青藤门

下狗”， 在书圣故里泼墨挥毫。 当然，
最不可错过的就是绍兴城的镇城之
宝———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位于绍兴老城的鲁迅中
路， 鲁迅原名周树人， 周家本是绍兴
望族， 自鲁迅父亲起逐渐家道中落。
三味书屋坐东朝西， 光线黯淡， 站久
了， 依稀看见头发花白的寿镜吾老先
生一手执戒尺， 一手捧书本， 摇头晃
脑地领读 “秩秩斯干 ， 幽幽南山 ”，
两旁依次是学生课桌， 南边靠墙的一
张课桌面上有一个 “早” 字， 少年鲁
迅求学时迟到受先生责备而刻下时时
提醒自己。 “百草园” 是孩童们淘气
玩耍的天地， 名为 “百草”， 其实里
面种植着齐整的菜畦， 夜半无人私语
时， 是否能听到油蛉低唱？ 亦或还有
令人魂牵梦萦的花妖狐仙翩然而至？
走出故居， 站在故里正门口， 看到一
堵用白得耀眼的花岗岩砌成的巨大文
化景墙上高大的鲁迅壁画， 他双眉紧
蹙、 手握烟斗， 似乎在沉思什么……

□申功晶 文/图

住 ： 推荐绍兴咸亨酒店 ，
是一家比较有绍兴风味的古色
古香的酒店。

玩： 可购买绍兴古镇一卡
通， 两天内游玩鲁迅故里、 东
湖、 兰亭、 沈园 （白天）、 大
禹陵等13个景点。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