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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涵：四十不惑的四种身份

“四十岁生日那天，我就在想，将来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跟这个世界告别。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用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这样

的身份跟这个世界告别，我非常希望将来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

我是一个语言保护者。是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

这个历史，在保护语言方面做过一定贡献的人，我愿意用这样的身

份跟这个世界特别骄傲地告别”

扫左侧二
维码，观看新
华每日电讯专
访汪涵视频

本报记者张书旗、姚羽

方言代言人

放眼国内，没有哪个主持人像汪涵一样，身上
的地域标签如此强烈，也没有谁像他一样，自出道
之时就与方言连接得得如此紧密。

从他担纲主持第一档方言类节目《越策越开
心》伊始，让“那确(quo)实”这句湖南话一夜之间
传遍湖南的大街小巷；他发起并由六省联合举办
的《多彩中国话》在国内轰动一时；再到去年《十三
亿分贝》让宁乡话等各地方言以一种全新的形态
展现在人们面前。

还有不得不提的《天天向上》，虽然这并不是
方言类节目，但是有人统计过，汪涵在节目里秀过
不下 20 种方言。这种用方言“套近乎”的主持风
格，让汪涵成为无数人的“老乡”。“讲方言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招，很多嘉宾来了会非常紧张，但是当
你问他是哪里人，然后我可以用他的家乡话跟他
进行非常流畅的沟通，他一下子就会轻松起来。”
汪涵道出自己的心得。

汪涵的语言天赋极高，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
他精通上海话、粤语、湖北话、四川话等多种方言。
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小时候，汪涵随着父亲“支内”，在苏州和湖南
之间来来回回。他楼上住的是四川的阿姨，楼下住
的是湖北的婆婆，住在对门的人则来自苏州和上
海——— 从小就生活在多方言的语言环境里。

每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有用四川话
喊自己孩子回家吃饭的，还有用湖北话和上海话
拉家常的，好不热闹，这种多语言的生活语境一直
都驻在他的脑子里，“所以听大人讲话，像听音乐
一样，像听唱歌一样，就觉得很美。长大了以后，学
的普通话里面，这些方言里面表达情感的优美的
词语都没有了，就被规范掉了，普通话只有四个
音，但是我们讲方言的时候，真的就像唱歌一样，
很流畅，很舒服。”

这种对于方言的特殊感情不经意间在汪涵小
时候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种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涵在与身边很多朋
友的孩子交流时发现，不管这些孩子是哪里人，他
们大多只会扬着头说普通话，却听不懂也不会说
自己的家乡话。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汪涵心里就有一
种紧张，“现在很多孩子只会说普通话和英文了，
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每种方言都代表了一种地域
文化。长沙人不会说长沙话，凭什么证明你是长沙
人？口味儿，湖南人能吃辣，但是全国所有人都吃
辣；火锅，现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火锅。唯一能够
区别你是哪里人的，是你能讲那儿的方言，只有你
能讲一口地地道道的方言，你才能拍着胸脯说我
是那儿的人。”

在汪涵看来，方言是一种很美妙的词语，但
是大量的方言正在从身边消失。每一种方言都是
一个知识体系，消亡一种方言，就是消亡一种知
识体系。“全世界现存 6000 多种语言。但是随
着全球化和城镇化，这些乡音正以每两周消亡一
种的速度在减少，而乡音背后的文化基因也在被
我们不自觉或者不自知地剪断，这个非常可
怕！”

没有乡音，何处遣乡愁。汪涵一直有个担心，
如果有朝一日，突然听不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那
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
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个声音突然
不见了，没有人想象过，我觉得也无法想象那个声
音从我们生命消失会怎么样。”

语言保护者

“方言就是，我说，你懂，他不明白；也可能是，
我说，你不懂，他也不懂。但是没关系，至少我说得
很亲切，这就够了。我们接下来要去花费大量的时
间精力乃至金钱要去寻找这种‘亲切’。”

汪涵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上面这句话，他觉得
是时候为方言做点什么了。

四十岁生日那天，汪涵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
标”：“我要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投入到方言保护中
去，这是属于我 40 岁之后的‘诗篇’。”

他把保护方言称为“四十不惑”。所以他没有
申请微博，好的或者坏的，他都不予理会，他希望
能够非常沉静地扎在他认定的方言学习和保护的
工作中去，也希望能够尽量做到更加平静。

傅雷在给儿子傅聪写的信里面，回答过一个
问题：“我们做文化做音乐，最终该往何处去？”傅
雷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往深处去。”

汪涵对傅雷的这句话感同身受：“我想做中国
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乡愁也好，到底该往何处
去，还不是往深处去嘛。往深处去就是往泥土里
走，当你真正意义上两只脚踏进泥土里的时候，你
和泥土碰撞回响出来的声音，有大地的倾诉，也一
定会有方言。”

两年前，他独自出资 465 万，在湖南发起了一
项方言调查“響應”计划，“響應”其实就是对应“乡
音”这两个字。他们计划用 5 年到 10 年的时间，对
湖南 53 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
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
湖南省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永久的人文类
史料保存起来。

到时候，5 年，50 年，甚至 500 年，只要有人
愿意，就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去聆听 500 年前先
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经常说为什么要做
这个事情，就为了 500 年后，如果一个湖南的年轻
人走到湖南省博物馆，输入‘吃饭’两个字，‘睡觉’两
个字，有 57 种湖南的讲法，而且都是 500 年前先
人的声音，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他有可能感动得掉
下眼泪来。”

汪涵说，就算为了那一滴眼泪，他也要做这个
事情。“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
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你从哪里出
发，普通话让你交流极其顺畅，而方言让你感受到
无限的温暖。”

他相信未来人们会花很多很多钱为温暖这个
词买单。

万事开头难，开展“響應”计划最艰难的是在
他们团队创建初期，因为做的是湖南方言，所以要
找的所有学者和专家，必须是湖南籍的，“如果一
个江苏的语言学家，他去湖南做语言调查，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为他听都听不懂，更不要说做研究或
者记录了。”

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最终在全国找
到十几位湘籍的语言学家，带领他们的研究生，搭
建了十一个组，在 57 个方言点，利用寒暑假，回到
湖南，做田野调查。

“響應”计划如今已经做到第三个年头，今年
湖南省博物馆要重新开馆做“湖南人”大型展览，
他们已经可以把目前所有的收录成果，支撑起这
次展览方言这一版块的所有“语料”。

有成果，但是遇到更多的是问题。因为要让语
音语料非常的标准，要让所有的学界都认可，还有
很多技术问题。比如采录一个语音语料，如果背景
的噪音超过 45 分贝，这一段就不能用。但是在实
地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不可能让旁边的狗不
叫，你不能让农村的拖拉机在耕地的时候停掉，那

怎么办？怎么去规避？你把他请到县电视台，他会
紧张啊！他不可能像在自家门口那样发出的自然
的自在的纯正的那种乡音。乡音真的就是在乡土
里，你把他放在电视台了放在录音棚了，那录出来
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所以对于这些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来说，要
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大自然”的掣肘，让它标准化，
同时也要保证收录的声音自然自在。

参与调查的老师和同学们认真的态度让汪涵
动容，更让汪涵感动的，是当那些方言发言人了解
我们在做的工作时候，“他们常常在录完之后还三
番五次地发信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又想起来了，
你还需不需要。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录下的声音
可以在博物馆里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的子
子孙孙将来只要有可能，就可以听到，喔，那是我
的祖先说的话，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慎重，他就真
的意识到历史的长河是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条河，
而不是考虑明年、5 年这样的维度。他就有意识考
虑到，噢，我是在做一个 50 年、100 年、500 年以
后的事情。”

除此之外，语言保护的关键是要激活内在的
文化自觉。

汪涵说年轻人是最好的传播群体，需要契合
他们的需求，让方言有趣，真正激活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真正喜欢并说起来。要改变“只有三四十岁
的人在台上唱戏，五六十岁的人在台下看戏”的状
态，需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所以他提出了“精准”语保。“精准”就是指向
年轻人，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方式，电影、音乐、旅
行、综艺节目，所有的形式，我们可以用“娱乐+”的
形式去做。

去年，他作为联合发起人，帮助足荣村方言电
影节创办起来。今年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举
办，他又亲自过来站台。汪涵说，大家都认为方言
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载体和传播形式，希望能吸引
到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进来。

上台发言时，他身穿背后印有“天天向上”的
夹克衫，一开口就现场秀起了方言，而且一说就是
好几种。台下本来默不作声的观众迅速被熟悉的
家乡话吸引，纷纷喊出声来想让汪涵模仿两句。

主持界“学者”

腹有诗书气自华，用来形容汪涵并不为过，他
的主持风格不是简单的逗你嘻嘻哈哈，还透着智
慧和学识。有网友戏称“总觉得他脑子里装的东西
足够我参加几次高考了。”

汪涵在节目中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不仅有
天王天后级明星，也有如延参法师等网络红人，更
多的是各行各业有着自己故事的普通人，优秀学
子、驾校司机、女狱警、护士、钢铁工人、海洋科学家
等。主持所涉及的知识面涵盖佛教、建筑、海洋、医学
等等。

面对各个岗位各个职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
题，他总能从容不迫、安然自若地解决。虽说有些
知识是节目录制前所必须做的功课，但是从其现
场把控来判断，确实足见汪涵私下里博览群书。

有一期《天天向上》的嘉宾是吴京，他们讲起
太极。汪涵说起太极的神奇，“可以把一个人一下
子推回家”。这时欧弟说，“我是台湾的，也能把我
推回去吗？”汪涵几乎是在下一秒就脱口而出，“台
湾不推，拉回来。”

有一次金鹰节的一个环节，四位主持人分别
对着节目组送上的物品临场发挥。汪涵收到的是
“没有”。这应该是全场最难的题目，但他说出了最
精彩的回答。

“我这个礼物是没有，我突然间想起道德经里

面有这样的话：有，是万物之所始；无，是万物之
所母。十届金鹰节，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骄傲，但
是我们要把这‘有’紧紧放在心里，骄傲放在心
里，我们将来面对着现在逐鹿中原一般的战场，
大屏幕、小屏幕、新媒体、互联网……我们要把
这有可能的‘无’的危机时时地放在脑子里。所
以，我要把这‘无’送给我们所有的电视人；送给
我们每一个金鹰节的参与者；要把这一份小小
的危机放在心里。”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我是歌手》的那次
救场。

偶然的一次也好，但是能无数次化险为夷，
考验的就不仅是一个主持人的随机应变能力
了，而是一个人的学识修养。

娱乐圈“隐士”

有人说，从一个人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这
个人是不是成功人士。按照这个标准，汪涵的朋
友圈可以称为非同一般。一向低调示人的汪涵
在国内外人脉十分广泛，马云、任志强、潘石屹、
赵薇、李连杰、成龙等国内的明星大咖、政商领
袖，都与他私交甚密。甚至不少国外政界人士的
朋友，如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丹麦首相赫勒·
托宁·施密特，以及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市长也
都对汪涵褒奖有加，汪涵堪称娱乐圈最隐形的
人脉大咖。

去年，演员刘涛赴丹麦哥本哈根工作，房间
被盗，价值 400 万首饰等物品不翼而飞，手足无
措的她只好发微博求助。汪涵得知消息后，立即
亲自致电丹麦驻华大使馆，对方迅速和丹麦警
方取得联系并敦促快点破案。

这件事传到国内，大多数人都不淡定了，无
不惊叹汪涵的关系网之广。

原来，汪涵与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私交颇
好：2014 年，裴德盛曾登上《天天向上》做节目；
今年 5 月 11 日，汪涵也获邀参加“中丹建交 65
周年晚宴”，这是鲜少能邀娱乐圈人士参加的
“高大上”活动。

看到汪涵的朋友圈，我们大概都会以为，建
立这样的人脉，需要每天赶无数酒席、奉承高位
之人等等“俗气”又无奈的事情。但汪涵却把我

们所想之事逐一摒弃，他在平日里时常享受孤
独。

很多人都知道汪涵不开微博不发邮件，始
终与网络保持距离，私下里除了推动保护方言
的事情，几乎以书为伴，汪涵曾经说过，“我的所
有语言灵感都来自书本。”

曾经有一段时间，汪涵对自己开始怀疑：
“30 几岁，说白了，人也红了，每天都在想我工
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自己通过劳动，到底会给
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价值？”

那段时间，汪涵每天都非常惶恐，“虽然在
我的节目中会给别人带去欢声笑语，可以让别
人哈哈一笑，但是笑过之后，我到底留给别人什
么？我‘生产’的东西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一个
工人生产一个碗，他可以拿它用来装水装饭，这
是实实在在的有用，我们在现场让大家哈哈一
笑或者傻乐一下，高级吗？是高级的还是低俗
的，是庸俗的还是典雅的？”

汪涵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段时间，他
开始不想讲话，不愿意去拿话筒，他更愿意安安
静静地对待一个物件，去跟它有交互。

就这样，汪涵选择了出去走走。在一个不知
名的小乡村，他尝试着和一个老人一起推刨花，
“刨子像浪花一样卷出来，我就觉得特别美妙。
我的人生通过汗水的流淌，通过这样的劳动，它
能够推出波浪来。我觉得特别美好，而且很享
受。”

因为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并不认识
汪涵，也无所谓要追捧他，或者找他要签名，那
些老人那种面对汪涵表现的平静让他觉得“很
真实，很干净”。

推完刨花，老人从烟盒抽出一支皱巴巴的
烟递给汪涵，“其实那种情境就是，你爱抽不抽，
反正他递给你，那种关系是干净的，那种感受是
平静的，我觉得实在太美好了。”

那件事对汪涵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无
论做什么，都需要有内心的平静。

所以，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开始思
考将来与这个世界告别时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不是明星，也不是节目主持人，他更希望等那
一天到来时，人们记住他的是，一个语言保护
者。

▲

4 月 22 日，汪涵在
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
上。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书书旗旗摄摄

王王雅雅琴琴

无无意意间间听听友友人人说说起起，，书书圣圣故故里里的的文文笔笔塔塔早早已已对对
外外开开放放，，可可以以登登高高一一览览古古城城绍绍兴兴全全貌貌，，我我正正好好没没去去过过，，
于于是是匆匆匆匆相相约约，，第第二二天天早早上上就就出出发发。。文文笔笔塔塔，，又又名名王王家家
塔塔，，是是蕺蕺山山的的标标志志性性建建筑筑。。蕺蕺山山，，又又名名王王家家山山。。源源于于王王
羲羲之之故故里里就就在在山山脚脚。。

一一向向坚坚守守时时间间观观念念的的我我，，因因早早上上只只管管赶赶路路，，忽忽
略略了了具具体体位位置置，，猛猛一一抬抬头头，，发发现现目目标标塔塔已已在在我我身身
后后，，转转身身往往回回走走，，竟竟然然在在立立交交桥桥附附近近盘盘旋旋，，一一时时找找
不不到到蕺蕺山山公公园园的的入入口口处处，，城城市市的的发发展展之之快快让让我我无无
暇暇顾顾及及。。等等我我赶赶到到，，友友人人早早早早在在那那等等候候，，我我只只能能尴尴
尬尬地地朝朝友友人人点点头头微微笑笑。。

早早晨晨的的天天气气，，天天空空轻轻雾雾缥缥缈缈，，昨昨晚晚的的雨雨滴滴好好象象
尚尚在在叶叶间间停停留留，，呼呼入入的的空空气气也也格格外外新新鲜鲜、、干干净净、、明明
亮亮。。入入口口处处一一座座青青石石板板砌砌成成的的九九曲曲十十八八弯弯的的小小桥桥
下下的的池池塘塘里里，，红红金金鱼鱼正正在在群群戏戏群群游游，，惹惹得得围围看看者者不不
时时地地向向其其撒撒点点面面包包屑屑，，以以一一观观其其互互相相追追逐逐吞吞食食的的

情情景景；；小小鸟鸟在在树树枝枝间间欢欢唱唱，，中中间间一一块块黄黄色色的的草草坪坪也也
泛泛出出点点点点新新绿绿，，发发出出早早春春的的信信号号；；路路两两旁旁火火红红粉粉红红
的的碗碗口口大大的的茶茶花花已已盛盛开开，，梅梅花花也也早早早早开开放放，，红红白白相相
间间，，一一片片灿灿烂烂；；时时间间在在这这里里加加速速运运转转，，为为了了抓抓紧紧，，我我
顺顺着着林林间间石石阶阶几几乎乎一一路路小小跑跑着着上上山山、、登登塔塔。。虽虽说说到到
达达塔塔顶顶有有点点气气喘喘吁吁吁吁，，但但我我感感觉觉特特别别舒舒畅畅。。

一一阵阵山山风风吹吹来来，，轻轻轻轻的的、、柔柔柔柔的的，，吹吹在在脸脸上上，，吹吹
在在身身上上，，清清凉凉、、幽幽静静，，有有一一种种心心旷旷神神怡怡的的感感觉觉，，胸胸怀怀
顿顿时时豁豁然然开开阔阔，，一一扫扫街街市市巷巷陌陌间间的的喧喧嚣嚣、、散散杂杂。。我我
懒懒懒懒地地舒舒展展了了一一下下身身肢肢，，扶扶在在塔塔外外四四周周的的围围栏栏上上，，
极极目目远远眺眺，，城城市市形形象象一一览览无无余余。。那那一一层层层层参参差差有有序序
的的古古老老建建筑筑，，一一幢幢幢幢穿穿入入云云霄霄的的现现代代广广厦厦，，一一道道道道
蜿蜿蜒蜒盘盘旋旋的的立立交交桥桥，，一一条条条条横横贯贯的的河河流流，，一一座座座座朦朦
胧胧而而起起伏伏的的山山峦峦，，似似一一个个个个灰灰色色的的睡睡美美人人，，竹竹林林茂茂
密密之之处处，，风风涌涌波波滚滚，，构构成成一一幅幅绍绍兴兴城城市市的的立立体体图图，，
一一种种身身为为绍绍兴兴人人的的自自豪豪感感油油然然而而生生。。

不不知知不不觉觉间间，，已已在在塔塔顶顶外外廊廊转转了了一一圈圈，，我我拿拿出出
简简陋陋的的相相机机，，望望着着无无边边无无际际的的城城市市轮轮廓廓，，随随意意地地一一

张张一一张张地地玩玩拍拍着着。。

城城市市上上空空的的天天蓝蓝蓝蓝的的，，光光线线柔柔和和明明朗朗，，我我寻寻找找
着着天天边边的的霞霞光光。。迎迎面面的的一一束束光光柱柱，，透透过过云云层层向向四四面面
散散射射，，东东湖湖景景点点洞洞桥桥相相映映，，水水碧碧于于天天。。泛泛舟舟湖湖中中，，乌乌
蓬蓬船船上上美美丽丽船船娘娘银银铃铃般般的的解解说说清清脆脆悦悦耳耳，，““坐坐井井观观
天天””的的奇奇趣趣，，在在险险陡陡的的崖崖壁壁下下呈呈现现，，禁禁不不住住赞赞叹叹千千百百
年年来来人人工工千千锤锤万万斧斧采采石石的的杰杰作作。。扶扶栏栏望望南南，，会会稽稽山山
那那种种““蝉蝉噪噪林林愈愈静静，，鸟鸟鸣鸣山山更更幽幽””的的意意境境向向我我漫漫来来，，
大大禹禹治治水水的的雕雕像像挺挺立立在在山山顶顶，，近近期期每每年年的的四四月月政政
府府部部门门都都会会在在大大禹禹陵陵举举行行隆隆重重的的祭祭禹禹仪仪式式。。

太太阳阳照照过过来来，，阴阴影影一一点点点点驱驱散散，，空空隙隙中中滤滤出出的的
朵朵朵朵阳阳光光在在地地上上跳跳跃跃，，我我忙忙走走向向塔塔顶顶的的西西面面，，柯柯岩岩
风风景景映映入入眼眼帘帘，，一一块块云云骨骨上上大大下下小小，，不不偏偏不不倚倚的的深深
深深嵌嵌在在大大地地上上，，实实为为大大自自然然之之奇奇石石，，青青石石叠叠砌砌的的悠悠
悠悠古古纤纤道道，，将将那那宽宽阔阔的的河河面面劈劈为为两两半半，，船船只只依依傍傍的的
岸岸，，绵绵延延数数十十里里，，一一直直伸伸展展到到水水天天极极目目之之处处，，每每隔隔
几几十十米米就就有有一一座座造造型型古古相相的的石石桥桥，，轻轻舟舟往往来来如如同同
梭梭子子在在编编织织绿绿色色的的锦锦锻锻。。山山脚脚下下，，黑黑瓦瓦粉粉黛黛的的书书圣圣

故故里里王王羲羲之之故故居居一一目目了了然然。。

顺顺着着友友人人的的指指点点，，我我再再顺顺势势走走向向北北面面，，向向下下
俯俯视视，，一一条条清清澄澄碧碧黛黛的的河河流流，，玉玉带带似似地地正正漫漫延延在在
春春天天的的大大地地上上，，从从东东流流向向西西，，又又由由西西返返到到东东，，仿仿
佛佛从从天天地地相相接接处处缓缓缓缓而而来来，，又又向向天天地地相相接接处处悠悠
悠悠而而去去，，两两边边两两岸岸绿绿树树郁郁葱葱，，一一些些还还禁禁锢锢在在寒寒气气
中中的的柳柳树树开开始始吐吐芽芽，，一一树树一一树树立立在在湖湖水水中中，，红红瓦瓦
黄黄墙墙的的高高楼楼林林立立，，成成片片的的庭庭院院式式别别墅墅一一幢幢接接着着
一一幢幢，，多多么么豪豪华华壮壮观观的的一一种种景景象象呵呵！！

我我痴痴痴痴地地站站着着，，眺眺望望着着，，发发觉觉有有一一种种清清新新的的
带带有有泥泥土土的的气气息息正正沿沿着着春春天天的的步步伐伐缓缓步步而而至至，，
湿湿润润我我躁躁动动的的呼呼吸吸和和心心跳跳，，似似乎乎只只要要我我随随意意地地
一一伸伸手手，，就就可可以以捞捞起起那那一一片片青青黛黛的的玉玉，，就就可可以以吮吮
吸吸到到那那从从天天际际而而来来的的芬芬芳芳的的琼琼汁汁。。我我仿仿佛佛看看到到
了了十十里里荷荷塘塘的的荷荷花花映映照照了了过过来来；；看看到到了了不不远远处处
袅袅袅袅升升起起的的炊炊烟烟，，看看到到了了母母亲亲站站在在村村口口等等待待的的
慈慈祥祥笑笑脸脸；；看看到到了了昔昔日日的的轮轮船船码码头头，，一一位位售售票票员员
叔叔叔叔将将我我买买票票时时遗遗落落在在窗窗口口的的，，我我次次日日要要用用的的

一一些些宣宣传传资资料料急急急急地地送送到到我我的的座座位位；；听听到到了了轮轮
船船启启迪迪的的长长鸣鸣声声，，人人声声喧喧哗哗有有秩秩序序地地排排队队上上船船
的的热热闹闹景景象象。。只只是是，，我我将将青青春春的的长长发发和和肌肌肤肤交交与与
了了一一张张张张旧旧船船票票。。如如今今，，曾曾经经的的轮轮船船码码头头已已成成铁铁
路路、、公公路路、、水水路路的的对对外外连连接接的的交交通通密密集集之之地地。。

我我想想，，如如果果把把春春天天的的大大地地比比作作母母亲亲，，那那源源源源
不不断断、、绵绵绵绵不不绝绝的的山山水水，，就就是是传传承承子子女女的的血血脉脉。。

我我忽忽然然明明白白，，这这是是因因了了先先人人们们的的靠靠山山吃吃山山，，靠靠水水
吃吃水水，，以以勤勤劳劳的的双双手手和和非非凡凡的的智智慧慧，，取取之之不不竭竭，，
用用之之不不尽尽；；择择水水而而居居，，栖栖水水而而息息，，安安居居乐乐业业，，历历史史
才才得得以以繁繁衍衍生生息息。。

眼眼前前的的山山崴崴嵬嵬壮壮观观，，眼眼下下的的水水静静静静流流着着，，给给
人人一一种种美美的的享享受受，，它它正正以以春春天天为为背背景景，，缓缓缓缓地地不不
为为视视力力所所察察觉觉地地流流动动着着，，许许多多房房屋屋和和村村落落，，星星辰辰
般般依依附附在在它它的的身身旁旁，，把把整整个个春春天天装装扮扮得得既既亮亮丽丽
又又朦朦胧胧。。满满眼眼的的苍苍翠翠随随风风送送来来激激动动人人心心的的消消息息，，
这这对对于于习习惯惯于于山山水水喜喜欢欢山山水水又又离离不不开开山山水水的的我我
来来说说，，正正为为山山水水的的新新一一种种形形态态、、新新一一种种崛崛起起、、新新
一一种种深深邃邃博博大大而而深深深深敬敬佩佩 ..............

““咔咔嚓嚓””，，““咔咔嚓嚓””，，友友人人一一声声声声相相机机的的定定格格，，
把把陶陶醉醉在在忆忆想想中中的的我我唤唤醒醒，，望望眼眼前前的的青青山山、、绿绿
水水、、小小桥桥、、古古塔塔，，缕缕缕缕诗诗情情，，悠悠悠悠画画意意，，尽尽在在其其中中！！

感感谢谢友友人人，，感感谢谢这这个个匆匆忙忙而而愉愉快快的的早早晨晨，，感感
谢谢这这块块生生我我养养我我有有着着 22550000 年年历历史史的的绍绍兴兴的的风风
水水宝宝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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