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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三垟
文/上官依然

倘若一个城市的某个地点，是以
心、肺、肾来做标的，那必是首当其冲
的要害部位。我们相约要去的地方，正
是被称之为“绿肾”的三垟湿地——温
州未来大都市的核心。

“三垟湿地”是温州人的俗称。其
真正的全称是：温州生态园。由大罗山
和三垟湿地两块组成，兼三大水系：温
瑞塘河、会昌湖、三垟湿地水网。

被誉为“天下第二十六福地”的大
罗山介于瓯江和飞云江之间，绵延 117
平方公里，人文荟萃，是儒释道三教和
历代文化名流的钟爱之地，囊括仙岩、
瑶溪、天柱、茶山等省、市级风景名
胜，是温州重要生态屏障——一块“城
市绿肺”。

三垟湿地与大罗山紧密相连，由
160余座岛屿组成，方圆面积为 13平方
公里，属古老的冲积平原。其间水网密
布，被称之为温州市的“绿肾”。

大罗山——三垟湿地一带，还是盛
名在外的：杨梅乡、柑桔洲、棱角园、
桂花山。它们共同形成一个绿带环，犹
如一圈绿色的翡翠围绕着三垟湿地。组
合架构的“生态园”，成为我国沿海最大
的城市“绿心”。它集山、水、洲、濒海
于一体，是沿海城市中不可多得的，可
居、可游、可诗、可乐的温州生态名片。

三垟湿地视为“绿肾”，生态功能其
义自现。肾为先天之本，它是人体内废
水的净化器主宰内循环的重要环节，担
负分解、净化环境物，起着“排毒”“解
毒”的功用。

“肾”主水。与生俱来，温州与河
流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早在新生代第
三纪末期，大罗山西侧与吹台山之间形
成一个较浅的大海湾，大约在南北朝时
期形成潟湖，三垟一带属于古海湾的边
缘。瓯江及河流的搬运与沉积，形成了
今天的三垟水网湿地。

河流、江海，就像瓯越大地上的体液，
流经三垟湿地这个“循环系统”，再生、净
化。从大罗山而下的溪流与山泉，衔青山
之绿，一路顺势蜿蜒，直达三垟，抵死缠绵
千古。它们抱枕湿地收藏的云水入梦，成
为相生相惜密不可分的整体。

不论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在瓯越诗
史之长，还是张璁的《游五美园》“落日放
舟循桔浦，轻霞入路是桃源”，呈现“渔舟
唱晚”的优美画像，抑或是朱自清描写的
《梅雨潭》，都像一幅幽峭隽永的立体山水
画，镌刻着瓯越之水“醉人的绿，奇异的
绿，灵动的绿”，传遍大江南北。

纵横交错的河网水系是三垟湿地的
灵魂和特色。村落沿河布局，民居临水
而建，舟楫相配得水而行。三垟湿地与
温瑞塘河交相辉映，有着“八十里荷
塘”的田园史话。元代赵孟頫有名句：

“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拿
来比作三垟湿地，同样媲美。呈现一派

“江南之水柔媚而多情、内敛而灵秀，岸
边绿影婆娑，精巧雅致的小船在波光粼
粼的水面上优哉游哉”的仙境。

三垟湿地开发已有数世纪，是闻名
的鱼米之乡，以种植水稻和柑橘为主，
盛产菱角、荷藕、茭白及各种鱼类。水
澈、河清、鱼翔，沿岸杨柳依依，岛上
果香、柑橘密林浩荡，其经济效益远远
超过其他农业特产。谢灵运《游赤石进
帆海》赞之如同“世外桃源”。

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发展的浪潮席
卷温州，三垟湿地的环境保护一度疏忽
失控。昔日清澈见底的河水出现大面积
污染，水质严重受损，其污染源主要为
温瑞塘河河水的流入，以及居民的生活
污水和工业企业的生产废水的排放，
氮、磷、重金属等指标严重超标。人们
经过那里，鼻腔里充斥工业废气，硝皮
和鞣制的臭味令人窒息，塘河里更是恶
臭熏天，各种垃圾和泡沫遍地。那时候
三垟湿地的颜色在我眼里是灰暗的。

不，是灰黑带着腐臭。
湿地的存亡，浮出水面。在2002年

7月，温州召开沿海湿地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指出三垟湿地保护
的重要性并实行了全面的规划。沿瓯江
流域串联“山、水、洲、屿、岛、江”诸元素，
打造一个“桔浦芳洲、白鹭野鸭、菱角莲
藕、河网人家”的亲水生态园。自此，三垟
湿地和大罗山公园作为“绿心”保留，得以
重生。如今，三垟湿地保护价值和意义远
远超越了旅游观光和直接的经济效益，不
但增强了温州作为“山水城市”的特色、城
市的灵性，还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空
间。

几年前，朋友喜不自禁地告诉我，在
“三垟湿地”附近买了套房，以后可作养
老，那神情似乎像是中了彩。此后，又有
人去过三垟湿地，说她的格调可以用“清、
静、绿”三个字描绘，值得一去。继而无不
遗憾地说，简洁里又略显得单薄，少“幽”
而无味矣。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重建后的园林，
没有时间积淀，往往失去些历史的厚重。
旧观念中，三垟湿地是与“臭河滨”连在一
起的，纵然“老树发新芽”，想来也依然摆

脱不掉“老瓶装新酒”的模式。
是这一次的邀约，给了我走读的机

会。如今“士隔三日”，刮目相看。匆匆之
行，远不足以表达对一个生态三垟的叙
述，以及它的重生。

须得在“欸乃”的桨声里读懂它的“灵
性”。被当地人称之为“水墩墩”的岛屿，
有各种趣味横生的名字：鲤鱼墩、乌龟垟、
尖刀鱼、老鹰嘴、百卵鼓等。各个象形的
岛名，凝聚了古人的智慧和想象。素有

“浙南威尼斯、百岛之乡、百墩之乡世外桃
源，典型的平原水乡”之美誉的三垟水
网，水团潭串成珠，形如迷宫；河与墩
相映成趣，河因水生机盎然，墩因河流
灵气骤生，风光十里景色各异。

屋前河边浣衣，屋后埠头泊船。人
们过着“房临水而筑、人择水而居”的
古老生活方式。出门不离船，是当时交
通的真实写照。各村落间都有“渡船
儿”往来穿梭。蚱蜢一样的小舟灵活如
鱼儿，悠游于水网交错的前埠后院，形
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桨一划，湿地的
水网动辄起来，仿佛迎来一场随波逐浪
的涛涌。

在黄菱、莲藕、柑桔瓯柑密集处品

味它的“丰富”。俯瞰三垟湿地是一片独
具特色、生机盎然的绿色瑰宝。因为有
大罗山清冽的山泉源源不断地补充入
河，使得这里农耕、渔猎的景象得到了
保留。被朱元璋赞为“鱼米之乡，宛如
神仙境地”的三垟湿地，以其特有的黄
菱、瓯柑和杨梅，构成了独特的瓯越饮
食文化。

瓯柑是三垟湿地首席特产。我们去
时，只见满目瓯柑挂果，黄绿橙相间，
三垟湿地已成缤纷的世界。温州民间素
有“端午瓯柑似羚羊”之美谈，也有诗
人笑称“先苦后甜堪品味，个中三昧似
人生”的。关于瓯柑，最早在南宋淳熙
五年，温州太守韩彦直所撰写的世界首
部专著《桔录》中有过描述。公元1060
年欧阳修等人所著的新唐书地理志中载
有“温州土贡柑桔”之句。

“三垟黄菱甲等甲，茶山杨梅红辣
辣”。金秋，正是三垟黄菱肥美的时候。
我们坐船经过时，那深绿透亮的菱角叶
挤挤挨挨连着片，等着人们的观赏和品
尝。在五福源榕树园外，我见到了农妇
摊上“头水”黄菱荚，鼓鼓囊囊的，让
我回忆起温瑞塘河上采菱人忙碌的时光。

在垂柳榕树密布的空间，读识它们
铺天席地的壮观。行水三垟的第一站，
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百年“榕树
王”，枝繁叶茂的“迎客榕”，就像一柄
撑开的保护伞。榕树大把的气根，令人
联想到“美髯公”关羽。被当地乡亲称
为“风水树” 的这棵榕树，像极了关云
长，用它威武的浓荫庇护这一方水土。

一株株古老的、盘根错节、桠杈上
垂着一簇簇老人胡须似的“气根”榕，
遍布在一座座村落周围，它们和那水波
潋滟的塘河、水榭相互蔓衍不休，成为
水乡的一大特色。它们大胆而畅快，直
接把根须像网一样地铺将过去，裸露在
地面上，或是紧紧地嵌入泥地，或是顽
皮地悬空随风摇曳。

常年葱郁翠绿，任飞燕穿梭，鵟、
灰背隼、红隼、白鹭等81种鸟类在这里
安居乐业，随时随地为三垟湿地赋上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
诗行。那些古老的榕、樟、枫、玉兰、
桂花，以及最多的瓯柑树，站立成水乡
葱郁背景。在这个天然氧吧里，他们是
最大的功臣。

柳是最江南的诗行，而榕树是温州
人的根，它们葳蕤的姿态，恰如写在三
垟湿地上带着深呼吸的长短句，抒写的
是春种秋获。纵横交错的河道是它们轻
拂的五线谱，每到一处，可迎来铮铮淙
淙的唱和。

最能体现温瑞塘河人文的，就是被
我们常常忽略的桥。在各式各样仿建的
景观桥前，读懂它的“别致”。温瑞塘河
自唐会昌四年至南宋三百多年间有过几
次重大的水利活动，正是这几次疏浚，
使塘河上建造的大小桥走向了鼎盛时
期。历史上，温州城内城外河网纵横，
河河相连，桥桥相依。

我们坐在游船里，目及不少拱桥、
廊桥、木桥、石桥。大大小小，长长短
短，形式各异。在漂浮的水中，仿佛见
识了用桥体连接的温瑞塘河的拓本。“三
垟湿地”用人工的‘知识’和‘智慧’
去桥接人们与大自然触摸的距离，曲水
流觞般地一座座出现在河道上，重现那
些在人们记忆中的曾经出现的画面：疏
影横斜，水鸟鸣啾的原乡。

游船慢悠悠在湿地的河道里行进。
不经意间，瞅见岸边歇脚的只只白鹭，
它们顾自埋头翅膀单足立定，对人们的
打搅习以为常。汤汤的流水中，我们和
水里的鱼，天上的飞鸟，所有植物，一
起和谐地融入了自然。

水声，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像是
午时催眠的曲拍，勾起我小时候跟随着
母亲坐着小船，在突突的柴油机声中，
沿着温瑞塘河向塘下、莘塍而去的情
景；我眼皮沉沉地窝趴在母亲的膝上，
荡入夜的摇篮，少了眩晕晃荡的不安。

此时幽静的三垟湿地，没有了河道
上拖运驳船“扑扑扑”的汽笛声，归复
于原生态的环境。但我感受得到，正午
的秋光已灼热三垟湿地的水岸，必有一
场通红的晚霞在这上空喷薄而出。

不被浮尘盛名所累牵扯的三垟湿
地，正摊开它的折子，一卷卷待你细细
读来。

文/黄忠波

离开家乡已近三十载，每当想起那儿时的情景，
幕幕都在脑中显现。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带着儿孙们
回到故乡过年，到处走走看看，那石阶、石墙、石房，
整个村庄几乎是清一色的石头垒成；那海滩上的鹅
卵石似乎还是那么烫脚，看着岸边垂钓的人们，仿佛
我又回到了从前；房前的老槐树还是那么茂盛青翠，
往事历历魂牵梦绕，难以割离。

我的家乡在霓屿下郎村，它地处霓屿岛西南方，
进入瓯江口的船只需经霓屿岛南侧海道，在船上向
岛上观望，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悬空挂在山壁上，石头
民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相互交错，乍一看就像岛上
的一座阁楼，因此它又有一个别称为“海阁古渔村”。

老家的民房是建在岩石上的，地基是从岩缝里
凿出来的，建房的石头就地取材，挖地基的石头成了
建材，省工、省钱、省时，因此下郎村一溜烟都是石头
房。整村有五行三纵，每行都有十几间民房，每栋房
子间隔不到一米，上下行之间高差都在七八米，所以
每行房子前要堡坎，房后也要堡坎，每间民房前都有
围栏，三条古道分东、西、中贯穿全村，人们在村中纵
向走时就像爬楼梯，坡度 70以上，村民们运送货物
和渔具都靠肩挑背扛，可见地势的陡峭和出行的不
便，有副对联是对下郎村容村貌的真实写照“层层叠
叠纵横交错悬空壁，垒垒砌砌竖直撇捺成一阁”。为
何先人将房子建在陡崖上，听说是为了防海盗，盗贼
来了可从山上滚下岩石驱走他们。

老家的民房是历史延续的见证，可以说是海岛
民宅建筑的博物馆。有一民房至今已有两百多年，
本是单层三间门面两厢房，可惜右厢房已拆建，左厢
房保留着，据说黄氏三房曾祖在此房里生了九个儿
子一个女儿，因此该房也称之为“九子房”。还有清
末民初的筒子房（老百姓叫“竹高笼”）、五十年代的

“粽包房”，其各式是房顶中间隆起，然后向四方延伸
出檐，形如粽子、六十年代的石瓦房，四方端正，分上
下两层、七十年代的石砖混合，即上层砌砖下层砌
石、八十年代为挑廊房，其二楼屋檐往外挑形成走
廊、九十年代的钢混高层民房（三层以上），现在已是
别墅满山。

我的家乡是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霓屿南片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霓屿乡政府在桐岙
（以前叫东岙）。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的生活用品和
生产物资都在供销社进行交易，霓屿设两个点，一个
在桐岙，一个在下郎，每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后来
下郎滩头增设供煤点，除村民们背筐挑担卖煤，海上
船只更是来往如梭。那时霓屿诊所也分南北两所，
霓南上世纪六十年代设在汪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搬到下郎，下郎成了群众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心，现
在供销社已成过去旧事，医院也迁到正岙，但其建筑
还保存完好。

孩时的滩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霓
屿渔业张网基地，岙口的海面上就是下桩张网的好
地方，船只从海上网地起网回到岸边来回也只有个
把小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的是单帆舢板（当时
称“长七五”意思是指船长一丈七尺五），岙口网船有
几十只，除本地外还有乐清、永强等地的渔民，岙里
和两边的山坡上搭了几十间棚房（也叫棚场），一只
网船一间棚场。一出海风帆点点，螺号声声，船只凭
风驶向网地，回到滩头人声鼎沸，抬渔货的、遴选鱼
虾的、各间棚场炊烟四起忙着热蒸红虾，而后晾晒在
竹篾毯上和山坡空地上，远远望去一片通红，空气中
弥漫着扑鼻的海鲜味。一到夜晚煤气灯盏盏亮起，
照亮了海滩和山坡，形同白昼，宛如城里的夜市一
般。

以前孩子们最爱到滩头，浅浅的海湾是天然的
游乐场，夏天一到，两百多米长滩上的鹅卵石被太阳
晒得滚烫滚烫，大家争先恐后扑向大海，游得欢畅，
玩得开心。水涨船高岸边又是垂钓的好地方，大家
将海蜇花、红虾做诱饵，上钩的都是黄鲷和鲈鱼。趁
大人休息时孩子们爬上舢板，扯上风帆在岙口驰骋
一番，惹得大人们高声训斥，大伙一哄而散，那情景
仿佛就在眼前。

我家房前有棵百多年的古榆，一年四季常青，十
分茂盛，新叶抽齐才落旧叶。夏秋时节大树是鸟雀
的天堂，天稍亮树上鸟儿已是盛会召开，上下翻飞叽
叽喳喳闹得大家不得不起床，在轻如薄纱的朦胧晨
雾中村里家家户户冒起了炊烟，新的一天又开始
了。一到傍晚鸟雀们更是高歌争胜，清脆的声音响
彻全村。等月亮星星挂上树梢，鸟儿歇息了。然劳
累了一天的村民和孩子们聚集在树下休憩、听老人
们讲故事。孩子们一边听故事，一边躺在石板上数
星星看月亮，憧憬那美好的明天。

沿村中台阶上到村子顶端，远视可面向大海将
洞头、大小瞿岛、北麂、南麂、南宁、冬瓜屿、凤凰山岛
尽收眼底。朝向岙口海上是千亩紫菜牧场，那一条
条如栅栏、一排排似铁轨、一块块像田园，尤其是那
白色的塑料浮筒宛如是珍珠撒在玉盘上，十分壮观。

忆往昔看今朝，家可离情难忘，家乡的蜕变令
人欣慰，一群孩子围上我说：老爷爷您看什么？我
领着他们指向山、看着村、望着海、对着房说一切
都变了……

家乡，如诗如画如梦。

魂牵梦绕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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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垟湿地俯瞰图 苏巧将 摄

泛舟水上
苏巧将 摄

三垟人家 图片来源网络

下郎村 黄忠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