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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北京天坛公园旅游的人，无不为
壮观雄伟的呈圆形的祈年殿所震撼。你
在松花江干流我省肇源三站镇国堤上，远
远就会望见有一同样高大壮观的三层楼
阁类似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建筑。这个穿
堤工程就是闻名省内外的三站灌区抽水
站主楼，当地人称之为“三站小白楼”，每
年夏秋季节接待省内外游客三、四十万
人。2014年被定为省级文保单位。

走近三站小白楼，抬头仰视，一座塔
楼式结构，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映入人的
眼帘，在湛蓝的天幕映衬下，给人一种气
势磅礴之感。古人将北称为天，南为地，
有“天圆地方”之说，用以象征世间万物美
好。古代帝王正是笃信这一说将用作祭
天的祈年殿建成北呈圆形，南呈方形三层
楼阁。主楼高达20多米，设计者王文凯、
刘克立两位水利工程专家在继承同时，大
胆创新，建成这一传世的精品杰作。整幢
大楼砖混结构，红色铁瓦屋顶，南立面成
平形，其它三面呈半圆形。从上至下，一
层比一层大，屋顶三楼为红色、一二层楼
为蓝色铁瓦，斗拱飞檐，错落有致，层次鲜
明，线条流畅。走近大楼的南侧，刀切似
的横断面墙体从上而下一直扎进水中，一
组浮雕及标语口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顶
楼与二楼连接处中央，红红的“三站抽水
站”和“1959”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告诉我
们楼的名称和工程竣工时间。下面是黄
色的齿轮、麦穗雕塑。二楼墙面是花鸟等
浮雕，彩绘图案栩栩如生。一楼“工业学
大庆、农业学大寨”等行书浮雕与上面相
对应。这些雕塑构成了立体墙面的艺术
之美。人们伫立于此，深深地陶醉了。俯
视水中，在阳光的映照下，偌大倒影在微
波中楚楚动人，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令游
人惊艳不已。整个仿古建筑与现代文明
巧妙地融合在一处，彰显建筑布局之严
谨，构造之奇特，装饰之瑰丽。

从北门径直走进一楼，宽敞、明亮的
半圆形大厅立时让人感觉心胸开阔，这个
占地近 800平方米厅室，除一个占地百余
平方米圆形石柱支撑顶楼外，其余 600多
平方米一二楼联通，显得屋内特别宽阔，
这里是安装机泵的主车间，几十年来从安
装使用柴油机到如今的电力作动力，向全
镇十几万亩农田输送了 6亿立方米的江
水，现在机泵作为三站水利历史发展的见
证文物被保存起来了。抬头向上看，一组
铁滑道和一个可随意移动的木制设备，这
是一个建楼初期安装的吊车设备，是目前
全省罕见的一件木结构塔吊，堪称灌区主
楼的“镇馆”之宝了。

登上楼梯进到二楼是个占地不过百
平方米的小间，但这里却是“指挥中枢”，
一大排配电表盘占了相当大的空间。这
里陈列不同时期的电闸，从八十年代刀闸
到现代的遥控装置一一呈现。几十年里，
技术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在这个重要岗
位上开闸、关闸，为全镇抗旱灌溉“把脉、

开方”。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们登

上三楼，这个占地仅百平方米的观景平台
让人惊喜，周围均是透明的玻璃窗，放眼
远望，视野开阔，东南西三面波涛汹涌的
松花江和湿地多样性景观尽收眼底。江
上桅杆林立，一艘艘机帆船、驳船劈波斩
浪往返如梭，一番繁忙景象；清澈的河水
上，成群的水鸟在上下翻飞，一片片抽穗
的庄稼，一丛丛柳条装扮出秀美的湿地风
光；向北望去，江水滋润的万亩稻田波浪
起伏，现代化的乡村建筑，碧绿的田野构
成“三站小白楼”庄重肃穆、静谧深远的环
境氛围，让人喜不自禁。小白楼加上周围
小桥流水、绿树芳草，更加显示出建筑的
飘逸风姿。

1958 年，大洪水过后。肇源县委决
定兴建五大灌区，三站灌区主楼是最大的
一座。建设灌区主楼和渠系面临的困难
没有吓倒建设者，从 7月 19日开始，随着
一声震天炮响，唤醒了沉睡千万年的山
川，灌区建设正式破土动工，数千名建设
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建设现场，安营扎寨，
建主楼、修渠道。县水利科技术干部刘克
立吃住在工地，测地势、绘草图，几易其稿
拿出了，天坛样式的设计方案。

主楼施工遇到诸多难题，阴雨绵绵砂
石、红砖运不进来，人们从数里外挑、背、
扛过来。打沉井没机械帮助，人们轮流下
到河底用锹镐掘进十几米深。一天，沉井
内出现泉涌，刘克立带领青年技工包国明
用盐酸和水泥，两人下到井底用手抓泥压
制，半个小时后治服了泉涌，两人手烧了
许多大泡。当时水泥紧缺，用砖头面和石
膏粉搅拌砌砖抹面……建设者们凭着顽
强的毅力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工
程。同时4公里主干渠、11公里支渠及十
几处二级提水泵站一并告捷。原任水利
电力部长钱正英亲临灌区视察，对整个工
程给予了高度评价。

抽水站主楼不仅壮观雄伟，而且灌排
两用，临水南面设立 4处闸门，两侧是排
涝回水口，秒流量 6立方米，灌溉能力 7.8
万亩。春夏用水时开机向分泵站和蓄水
池送水，夏秋雨季洪涝发生可通过自排闸
向江排水，内外洪水顶托时用机械强排。

1959 年运行以来，十多万亩耕地得
到灌溉，千亩鱼塘人欢鱼跃，这里成了远
近闻名的“鱼米之乡”，二十个村庄免遭内
涝威胁，全镇粮食年产量突破二亿斤，连
续两次荣获省级先进乡镇和国家重点镇
殊荣。

“三站小白楼”机声隆隆，日夜不息滋
润着这片黑土地，成为人们赖以依存的不
竭水源。“天圆地方”的美好寓意，在三站
变为现实。运行 57年后，它于 2015年光
荣“退休”。现在不仅是个“脱去战袍”的
旅游景点，更是一本记载松花江水利发展
史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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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站小白楼。

在我的家乡，大约在600多年以前，杜尔伯
特蒙古族自治县白音诺勒乡一带，就流传着在
嘎日迪岛上，祭祀渊龙和火凤的民间习俗，久旱
则祭渊龙求雨，久阴则祭嘎日迪求光热。青年
男女则大多选择在嘎日迪岛上相互表白，以求
龙凤呈祥。

杜尔伯特嘎日迪位于杜尔伯特连环湖镇南
岗村，嘎日迪蒙古语意为凤凰，因南岗村地貌酷
似“丹凤回眸”而得名。古老的民族传说与风俗
就是文化底蕴，与众不同的风景就是生态财
富。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南岗村扶贫工作
队的队员们，几年前正是了解到了嘎日迪岛的
民族历史文化优势和自然环境特色，通过多方
努力，才使得嘎日迪这个崭新的旅游项目正式
投入论证和建设阶段。现在的嘎日迪所在的南
岗村，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水上的
嘎日迪，在炎热的夏季里，总是透着一丝凉爽一
丝舒适，空气又给人以清新的感受。岛上参天
的大树遮天蔽日，树荫送来了凉爽。当然还有
水面吹来的风，才让人感受到嘎日迪是在水上
的乐园。

从水边踩进浅底，还是 30年前那种感觉，
水底是平坦而坚实的沙滩，沙子却柔和细腻。
水依然那么清澈，然而这水却不简单。东江水
流淌在杜尔伯特草原上，形成了大小百处泡泽，
各有各的名字。嘎日迪岛下的泡泽，在地图上
的名字是“西葫芦泡”。大多数人都按其字面理
解和推测“西葫芦泡”的含义。殊不知，这里的

“西葫芦”是蒙古语音译词，原音读作“西日乌”，
是珊瑚的意思。我的姥爷告诉过我，原住朵儿
边部落刚刚游牧到这里的时候，这处泡子还很
小，因为有人在泡子边上捡到了类似于珊瑚一
样的东西，所以就给这个泡子起名叫“西日乌诺
尔”，就是珊瑚泡的意思。这个“西日乌诺尔”被
后来的汉族人叫变了音，变成了比较顺口的“西
葫芦泡”，但其原意还是珊瑚泡。上岸的时候，
看见水面飞过几只银鸥，这种水鸟在嘎日迪岛
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杜尔伯特银鸥。

当我走在嘎日迪各种休闲、游乐设施之间
的时候，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我闻到了远处飘
来的烧烤味道，看到了一些人自己动手做铁锅
炖的忙碌身影。我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直到看

见了蒙古包，我才找到了想要落脚
的地方。民族特色，割舍不掉的情
结。眼前蒙古包被帐篷包围了，原来
是自驾游的人们找到了心仪的地点。我
还没有忘记，是来拍嘎日迪照片的，但是
我被游人们尽情欢乐的状态感染了，还没有
捕捉到满意的镜头。那就在嘎日迪岛上到处
走走吧，经验告诉我，多拍点，总能选出满意的
照片。只要专心致志地观察，没准儿还能有幸
拍到艺术照片呢。

嘎日迪景区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有的在
及时地清理卫生，有的则在张罗着准备晚上的

“林间音乐会”。我真的开始羡慕这里的工作人
员了，每天在这种环境里工作，心情一定是格外
愉悦的。远处的机械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
作业，也许是在建造祭祀渊龙火凤的地方吧，或
者在为期盼龙凤呈祥的青年男女搭建相互表白
的平台。我拍完嘎日迪有代表性的照片，该返
回了。凝聚着民族文化历史的嘎日迪岛，还有
10万亩波澜的西日乌诺尔，留给我的记忆太深
刻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三站排水站三站排水站
的省文物保护单的省文物保护单
位说明牌位说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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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嘎日迪
□郑权

乡村的燕雀
□李平

麻雀
有了村庄，就有了麻雀。在东北家乡，麻雀俗称

家雀儿。因为麻雀大多选择在有人居住的平房屋檐下
安家，在院里院外玩耍、觅食，迷恋人间烟火。麻雀还有个俗

名叫家贼。这名字褒义居多，形容它们机智、精明，善于躲避险
情和识别陷阱。

不知道麻雀哪来那么多精力，从早到晚一直叽叽喳喳地叫
着。似乎，总有一些秘密要告诉大家。麻雀不一定能说会道，却都
是话痨！麻雀恋家。即便去野外玩耍、觅食，天黑时一定返回。哪怕
在树上、柴垛上，也要守着村庄的呼吸入眠，它们一心一意把自己交
给了村庄。

冬季很冷，一只只麻雀飞起飞落、嬉戏在乡村，仿佛一个个跳跃
的音符，让村庄的日子充满暖意、充满灵韵。

清晨，麻雀的歌声必是灌入鸡鸣的节拍，渐次牵引出村庄的
柴米油盐交响曲……有时，村庄熄了灯，麻雀还要叽叽喳喳
一阵子，仿佛，不把心事说完唱尽，就进不了甜美的梦乡。

麻雀是村庄四季的风景，它们坚强，不需要谁替
它们讲述冷暖。它们只需要，村庄的怀抱一直

敞开着……一年一年的坚强，一代一代
的恪守，麻雀，已经拥有了村庄

的血统！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
燕子们沿着这首歌谣亲切而熟悉的旋律，千里迢迢

飞往北方，天使一样怀揣福音，把春天轻燃的暖意带给村庄。
千里飞翔，燕子途经的地方没有几只爪痕，却密匝匝茂盛起绿

色诗行……阳春的天空上，燕子们向村庄扑面而来，把长途跋涉的疲
惫统统放进温暖舒适的窝。每一个燕子窝，都藏着一部燕子的秘史。

人们侧卧在春困中，一只耳紧贴大地，听种子发芽的呓语；一只耳朝向屋
檐，听燕子甜脆的歌谣。

燕子是益鸟，也是吉祥鸟。
小时候，奶奶在教我“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谣时，跟我讲：“屋檐下有了燕子

窝，就是幸福好人家，燕子窝越多越好！”基于这种理念，村庄的人们都盼燕子在自家
屋檐下多垒窝。这还不够，有些人家，还把自家女儿的大名叫“燕子”。

燕尾的剪刀，总想从天空裁下一块蓝，为自己的燕尾服添加亮点。那剪刀抑或是
件形式上的防身器械，提防着自然界潜在的威胁。

燕子吃活食。一动不动，再好的美味也提不起它们的精神。燕子捕食是空中杂
技，燕子饮水是蜻蜓点水……它们一点而过，院里院外的水汪就活了，好像有小鱼
在亲吻水面。

村庄的上空，燕子们的航线参差错落，自由和谐。如果用视线连起来，就是
一张张八卦图或网……网出了衣食住行，网出了幸福吉祥，也网出了村庄的
悠悠岁月、苦乐情怀。

老秋到初春，是燕子的隐匿时段。燕子们迁徙了，但是，燕子窝尚
在，如同一首诗的留白，叫人想象，继而思念。

燕子的迁徙独一无二，是定点的，更是零误差的。这是
它们与生俱来的本领。它们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总

能回到眷恋的家。这是一种奇迹，也是一种
奥秘。为此，整个村庄百思不得其

解！

燕
子

在家乡，村儿里总会有
几只、十几只甚至几十只鸽子。鸽子

喜群居和群体活动，单只的多是野鸽。野鸽体
瘦、脖长，偶尔在家鸽群里装模作样。

放飞鸽子。放飞好心情。
鸽群的飞翔，依如云朵，使蓝天的表现愈加深刻。鸽群

的飞翔，抬高了村庄的视线和舒心的意趣。鸽笛声声，洒下喜
人暖人的音乐雨。

入夜，鸽子们复制猫的呼噜声，惟妙惟肖，令老鼠们“闻声丧
胆”。

鸽子早出午归，或午出晚归，基本守时的习性，契入比较自立的
时光，为村庄的宠爱添加些许无奈。

鸽子是村庄不用线绳牵扯的风筝。
如果非要给风筝样的鸽子牵上一根绳，除了长长短短的视线（无

形的），就是袅袅娜娜的炊烟（有形的），别无它物。
一天天，一年年，鸽子并不复杂的思想，在村庄的掌纹上辗转

岁月。高兴或烦躁，鸽子都会在村庄的上空飞翔。鸽笛振动鸽
翅，一圈一圈盘旋、缭绕。村庄的上空不生长寂寞。

在时间的长河中，鸽子与村庄亲密无间。鸽影盘
旋、往复，村庄的日子渐入佳境。

没有鸽子的村庄，略显寂寞。麻雀和燕子
的歌声，再灌入鸽笛的美韵，是村庄最

动听的舒心曲!

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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