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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凉的清晨
空寂的街道
安静如素茶
一个人，一只包
只为体验
一次独特的心海之旅

——题记
人生总有很多次偶然的遇见，去象山

心海雷迪森庄园就是一次偶然的决定。坐
了几个小时的公交大巴，从环岛的海岸线
进去时，已是中午时分。入秋的阳光，不温
不燥，却自带草木的绵香。穿过松兰山景
区的门口，几声海浪的轰鸣声，让我确切地
知道，海离我越来越近了。

海近了，庄园也近了，心海雷迪森庄园
建在依山傍海的地方。让人惊喜的是，庄
园的门前就是一大片海滩，海水的颜色没
有想像中清澈，但天蓝云白，自带海边风
情。沙滩黄朗朗的，风从海面吹来，清澈凉
爽，伸出双手想和海风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却发觉风从手背缓缓掠过后就悄悄地溜走
了，唯有指间残留着淡淡的海的气息。

喜欢海，水气饱满，气象万千。一个简
简单单的发音，却蕴含着万般滋味。如果
有一天，能有一间面朝大海的房子，看落日
星辰，看潮涨潮落，看海鸥低鸣飞翔，那是
何等幸福之事。心海雷迪森庄园就给了我

这份幸福，之前，我不曾来过，之后，我会常
来常住。

依山凭海是象山心海雷迪森庄园的特
点，它不同于一般商业酒店，是立足家的情怀
和休闲度假的酒店。庄园选址在这里，有闹
中取静的味道，既可以观看海的磅礴气势，
又可以欣赏山的灵秀。取名“心海”，源自于
韩愈的诗句：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这
样的名字有着雷迪森人的大气和雅气。

进庄园，过石桥，眼前是一大片绿植。
花草蔓延，山泉叮咚，竹林掩映，碎影婆娑，
几声鸟鸣挂在树梢，让我怔立在其中。这
般幽静的庄园，倒是合了安闲这两字。初
见之下，心中甚是欢喜。人，有时候就是奇
怪，太过热闹喧哗地方并不待见，反之这清
幽的庄园，自有清欢之味，慢慢地领略其妙
处，方知其中的美好。对于生活在钢筋丛
林里的人，这里是放空自己的首选之地。

站在那幢楼的十几米外，静静与之对
视，始一个初见的人，内心幽婉。在门外感
受不到庄园的宽大，进来后，惊讶园内建筑
的精美和繁复。几幢民国风的建筑掩映在
一片绿意中，四面坡，立地窗，灰瓦土黄色
的墙，有着园林式的隽永。整个庄园共有5
幢楼，70个客房。A幢是主楼，主楼大厅的
建筑更多地运用开放式的风格，立柱，拱
门，不着痕迹地植入大量西式的元素，使整
个大厅看起来高阔气派，这应该是庄园结
合中西文化的一种艺术升华。在前台办好
入住手续，拿到房卡，穿过游廊，便直上二
楼的房间。

206，是主楼里的湖景房。推门进房的
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的心狂跳起来，白色的
窗纱轻扬着，打开窗，就看到庄园里的内
湖。湖跟海不一样，湖是内敛、静谧的，海
则是奔腾、涌动的。推窗即看到湖，临湖而

居，开阔的视野，让心境自由得如同山间的
一朵小野花，这种感觉真好。房的中间是
一张特大的床，上面铺着白色的棉质床单，
两个洁白的枕头，一套整洁的浴袍。中间
摆放着花的图案，几片翠绿的叶子点缀其
中，植物的清香弥漫着。床头的一角放着
梭罗的《自然的力量——有翅膀的种子》，
书封面上的绿叶跟床上的绿叶相映成趣，
制造出一种浪漫和温馨。房间的茶几上，
摆放着四样水果，茶水、点心刚刚好。最让
人动心的是书架上的书，从没看到过酒店
房间会在书柜，随手抽了一本《山居岁月》，
书中描述的那些山野趣味竟让我恋恋不
舍。临窗的那张桌子，放着笔墨纸砚，一封
淡蓝有着大海颜色的庄主亲笔欢迎信，拆
开一看，字里行间让我特别感动。说实在，
如此用心细腻的布置，让我有一种幸福
感。我想这些小情小景，是庄园这些有情
怀的人对客人的贴心和呵护吧。趴在柔软
的被子上，瞬间心忽忽地被这些小心思小
情调抚摩成一朵莲花。这些天一直失眠，
没想到，这个中午竟然安睡到无梦。

醒来后，想着去餐厅，餐厅在一楼，入
口进去便见到那盏奢华的水晶灯，晶亮晶
亮的。

蓝白相间的地毯，通透的落地玻璃窗，
把周围的山景和远处的海景完美地纳入视
线。坐在餐厅，眼观湖外，湖水净白，水波
潋滟。似乎人在船中的感觉，那微微荡漾
的波纹簇拥着人的视线，画面感特别强。
一起用餐的是庄园的王总，东北人，186的
身高，我站他身边的身高差萌得让人咋
舌。他有温暖的笑容，白衬杉，邻家哥哥的
模样。他说话的声音很江南，他说他喜欢
江南，海边人离不了嘴的海鲜，对于他来
说，同样是最爱。我们一边吃着充盈海气
息的生猛海鲜，一边在湖光水色中愉快地
聊天。他说每年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度假，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庄园客人爆满，赏月，
踏浪便会住庄园。中秋节是人们团圆的季
节，而王总满怀歉意地笑笑，他说他只能放
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陪客人在庄园过中

秋节，这就是庄园人的情怀和生活方式。
说话间，餐厅的姐姐端来一大盘象山特色
小吃：红豆团，萝卜团，汤包。没见过也没
吃过这些点心，但瞧他们个个憨态可爱的
样子，一定是最美的味儿。伸手夹了一个
红豆团，糯米的绵香和鲜美迅速在口腔里
弥漫，舌尖上的味蕾如花一样徐徐绽放。
那种滋味，真是欲说还休。

除了美食，徒步松兰山也是不错的选
择。秋叶渐稀，霜露渐浓，这是庄园得天独
厚的风景。无需跋山涉水，就可以领略到
山的灵秀和清幽。我当然不会放弃这种体
验，沿着略微倾斜的山坡往上走，心里生出
许多思绪，花草、树木、小径、清泉，以及竹
林间飘渺的青气，石壁上苍翠的绿意，都会
让人有着不同的感受。此时，风清云淡地
走着，没有急促的心情，光线正好，纤尘不
染的蓝天下是庄园诗画般的建筑。一些降
紫色的花草从山路边冒出来，怯生生的样
子，让人的心一动一动的。突然我发现前
面有一个洞穴，好奇为什么有如此幽深的
洞穴，同来的老刘说，这是存放庄园的酒
库，每年会在这里贮藏好多的酒。对着洞
口，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闻到了泥洞
里陈年酒香。上山路并不好走，两边长满
杂草，但未知的路上都有新的希望，选择了
就要坚持，徒步要的就是一种精神。就好
像人生的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只要踏实向
前，终有抵达的时候。

如果说庄园内的环境是清幽宁静的，
那么去庄园的门外感受沙滩和大海，一定
会让人雀跃不已。来心海庄园，去沙滩踏
浪是必不可少的节目。顺着那条红色的栈
道往下走，就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到海。沙
滩上的沙特别干净，赤脚走过，沙子如丝绸
般地从脚下滑过，沙滩上有配套的长椅和
太阳伞。有人悠闲地躺在长椅上，听着海
浪的声音，大人拉着小孩的手在沙滩上追
逐浪花，孩子们天真的笑声合着海浪声就
像一首欢快的赞歌，我觉得这里的海滩最
适合亲子游。不远处，有人低头弓背在礁
石上找什么，老刘说：是找小螃蟹和小海螺

啊。我兴致勃勃往不远处的礁石跑去，真
的，很多小螃蟹，两只眼睛直溜溜地转动
着，还没等我靠近，那些小螃蟹快如闪电，
早就躲了起来。我放弃了追逐，安静地坐
在海边的岩石，向四周眺望，远处有渔帆点
点，海浪一阵一阵地轻拍着沙滩。我突然
觉得，这一刻，就听海，不说话，便好。

入夜，庄园宁静如水，轻步走过庄园的
每条小道，不曾想到遇见一片草坪，上面还
有白色帷幔装饰的椅子，原来庄园还可以
提供团队活动：同学会、婚礼、亲子拓展活
动。站在绿荫之上，天空星光微亮，想像着
那些新人在摇曳的烛光和动人的音乐下，
牵手人生的另一半，那是何等美好啊。前
面是庄园的阳光房，夜色里隐隐在笑声传
来，循声而去，是庄园里的园工姐姐在插
花。一些花花草草，被她们的巧手翻插，一
座春天便在阳光房里绽放开来。

总有告别的时候，一次体验，更多的是
留恋，住在象山心海雷迪森庄园，无论是看
风景，吹海风，品美食，都能让你轻松领略
一种惬意和快乐。掠眼繁华，只愿在心海
筑梦。

掠眼繁华掠眼繁华，，只愿在心海筑梦只愿在心海筑梦
□□水木青青水木青青

每一个周末都不可辜负
没有周末的人请先绕道，此文恐怕会

对你造成一万点伤害。
周末于我，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根浮木，

每当在庸常繁琐的生活里游得精疲力竭，
它适时出现，可以藉此露出头来稍稍喘息；
是苍茫大漠中的一片绿洲，每当不耐于人
生的艰难跋涉，它隐约在望，久旱荒芜的心
灵立刻水光潋滟草木葳蕤。

那么，周末怎么过？这个命题，其实和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一
样深邃宏大，因为即使我们抱着最谦卑的
态度去征询他人的意见，得到的回复往往
都是“不知道”“随便”，可见放眼四海八荒，
能解出这些千古难题者实为寥寥。唏嘘之
余，唯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先确立一个
中心思想：狠狠地宠溺自己，然后制订一条
基本方针：在不动摇家庭经济建设根基的
大前提下，让一小部分周末先滋润起来。
当然，在有强大经济外援（此处专指我亲
弟）的情况下，就大刀阔斧地推进周末计划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建设活力品
质幸福周末。

城宿东岸里
应该感谢中国高铁，让说走就走的城

际旅行成为周末计划最值得期待的一部
分。

话说那个星期五，在与闺蜜的通话中，
我们达成了“无论如何要去哪里过个周末”
的共识，于是，挂了电话后，我火速订了转
天去宁波的动车票，对生活在台州临海的

我们来说，宁波，永远是百无聊赖之时灵魂
出逃的首选之地。

神奇的是，每每坐上高铁动车，就仿佛
祥云绕体百毒不侵，什么厨房里的生姜大
蒜烟火味、孩子书桌旁的风声雨声狮吼声、
办公室电脑中的总结文案计划书……统统
随着那极富韵律之感的“咣当咣当”声消散
无踪，在短短50分钟的旅程中，两个春心
荡漾的元气美少女（文艺老阿姨）已经改头
换面华丽登场。

虽然宁波已经去过上百次了，但如果
不能在熟悉的城市中打捞出新鲜的乐趣，
那还叫文艺老阿姨么？

新鲜的乐趣第一弹，便是选一处心
仪的城宿。去年，我奔走在全国各地，体
验推介了不少民宿，这些民宿美则美矣，
总是深藏乡野却让人尝尽了车舟劳顿之
苦，多次之后，便心生倦怠，何况我历来
坚持一边在红尘中欢快打滚一边参悟人
生，回到城市，应该算是今年以来身心共
同的指向。

此次，我选了银亿东岸小区内的一家
民宿，叫果粉之家东岸里，超大的空间、混
搭工业风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美中不足
的是位于一楼，下雨天稍显潮湿，空调也
过于有性格，夜深人静时，总感觉它像一
位哮喘患者，咳着咳着没了声息，就在你以
为他终于安生了时，突然又一阵惊天动地
的咳，让人睡意全消，只好重新盯着天花板
思考人生。

我们抵达时外面还在下雨，可是这又
有什么关系呢？文艺老阿姨分分钟可以在
各种场景中入戏，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
榻榻米是道具，书是道具，房间是道具，整
个世界都是道具，而我们，却是自己人生的
主角，哪怕上一秒还在为生活焦头烂额痈
哭流涕，下一秒，就可以在镜头前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你好，老外滩
雨停了的时候，文艺老阿姨长裙飘飘

来到了老外滩。
作为古代宁波的门户、唐朝以来对外

贸易的重要口岸、中国最早的租界之一，老
外滩融宁波商帮文化和欧陆风情为一体，
每次走过，总感觉那消失于历史卷轴里的
十里洋场又在眼前重现，但不知，人来人
往，在此间上演着怎样的悲欢离合？

文艺老阿姨大抵都有过或浪漫或凄美
的人生故事，即使到最后活成了故事的绝
缘体，但对于有故事的人和地方，永远都保
持着浓厚的兴趣，而拍拍拍就是最高的礼
敬。

老外滩有不少餐厅、酒吧，一入夜，几
乎全宁波的外国友人都来此地集结了，尤
以意大利餐厅亿多瑞站为甚。文艺老阿姨
果断决定打入内部一探究竟，并犒劳优秀
的自己以一顿优秀的晚餐，菜单如下，以供
参考：

主食：澳洲谷饲黑安格斯牛眼肉，凯撒
沙拉，餐后甜品：蔓越莓红丝绒蛋糕，饮品：
金色艾尔精酿。

顺便提醒一句：在老外滩，最考验功力
的是怎样优雅而经济地消磨时间，比如，约
一个朋友，一人点一支最便宜的啤酒（最好
AA)，从晚上8点喝到深夜12点。据文艺
老阿姨观察，很多外国友人就是这么干的。

南塘老街
对于文艺老阿姨来说，旅行不叫旅行，

更应该被称之为“生活在别处”，所以，尽管
被空调的间歇性发作哮喘折磨得早早醒
来，还是要和床抵死缠绵到中饭时分，才慵
懒地起床梳妆打扮。

买了晚上最后一班的返程动车，所以
还有大把时间与宁波厮守，决定把中午至
下午交给南塘老街。

逛老街的一大乐趣是品小吃，并且必
须是边走边吃。文艺老阿姨特选老酸奶配
臭豆腐了解下？

小吃之后，中饭其实可有可无，但看到
这家打出“宁波小菜”的旗号，顿时涌起“代
朋友圈诸位好友考察宁波地道饮食文化”
的使命感，于是慨然而入。

特地点了宁波烤菜、咸菜黄鱼等致敬
宁波传统美食，问题是菜品不争气，实在
征服不了文艺老阿姨的味蕾，所以，两个
文艺老阿姨商量决定：给差评、不鼓励后
来者尝试！

饭后继续闲逛，然后在不经意间邂逅
了“花木廊”，瞬间移不开脚步。

这么美貌的花店，又有下午茶，必须和
它一起搞点事情呀！虽然原本打算去文化
广场喝下午茶的，但谁规定下午茶只能喝
一场？

网红下午茶
下午3点半，我们离开南塘老街，酝酿

好情绪迎接这个周末的高潮。
打的去文化广场，直奔“小红书”APP

上各路漂亮小姐姐力荐的网红下午茶店

LaRveuseTeaLounge。到了地儿一看，满
座，前面等位还有四桌，果然很衬网红的气
质。

室内纵然更有情调，和小年轻们拼耐
力却是不明智的，文艺老阿姨毕竟见多识
广，马上向服务生要求在室外遮雨篷下支
一桌。淅淅沥沥的小雨与下午茶更配，难
道不是吗？

下午茶很快上来了。啊啊啊，这是什
么神仙颜值，老阿姨的少女心直接炸裂好
嘛！

安利下，我们点的是双人花园下午茶
套餐，298元，包括：季节限定千层、玫瑰覆
盆子拿破仑、焦糖海盐千层、意式奶冻、仙
女伯爵红茶、迷恋。

对着美食各种角度地拍照，是文艺老
阿姨的必备修养之一，拍着拍着还吃了波

“狗粮”，到底是生活对文艺老阿姨的暴击
还是奖赏？是10年前？还是20年前？你
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他吧……

最后，文艺老阿姨对着镜头使劲凹了
个够文艺的背影，这其实是留给热心观众
的片尾彩蛋：虽然重新投入水深火热的生
活，文艺老阿姨必会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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