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地方，承载着百年记忆，它
是坐落在繁华地带的“桃花源”，是每
一个哈尔滨人心头的白月光……换上
秋日滤镜，它艳丽夺目又娇美动人，感
受其中，它温情满溢泥土芬芳，它就是
历经百年又历久弥新的兆麟公园。

沐浴着秋日暖阳，沿着兆麟街一
路向北，精致的黄色围墙使人一眼便
注意到了这个百年公园。对于哈尔滨
人来说兆麟公园是留存生活记忆的地
方，每次碰面都想忍不住唤一声：“嘿，
老朋友，我又来了。”

秋日的兆麟公园是沉醉的。当你
穿过米黄色砖石柱垛与墨绿色金属栏
杆组成的欧式围墙，一脚踏进公园时
便仿佛可以看到百年前的模样。1906
年俄国人在这里建了一座公园，取名
为“董事会花园”，陆续修建的乐台、凉
亭、花窖等设施使这里充满着西式园
林的味道，自此之后便开启了百年时
光。公园内多座围墙、建筑、桥梁或是
人工湖皆是坐落在秋日里的回味时
光，使人一见倾心再见倾情。

“只羡鸳鸯不羡仙”，公园里的鸳
鸯湖成为了鸳鸯们戏水的热衷地，每
年都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前来驻足观
看。缓步走近湖边，在鸳鸯湖里，一只
只吉祥鸟享受着秋日阳光送来的温
存。秋风吹起湖面泛起波光粼粼，一
圈圈、一阵阵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沉
醉其中，被吸引其中的游客有的定睛

观看，有的拿起相机用画面定格秋日
光景，等稍稍缓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
湖水偷走了静谧的休闲时光。

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里被命名为
“特别市公园”，挖湖堆山、架桥造亭、
栽花铺路不断扩大面积，形成了欧式
建筑与中式园林理念相融合的新式
园林。俄国著名工程师符·阿·拉苏
申在人工湖与岛和环湖路之间建造
的跨虹桥、云舟桥和渡涧桥后经翻
修，直到现在仍为这座公园增添美与
光彩。行走在 8.4 公顷的公园内，跨
虹桥犹如一道彩虹弯弯拱起，云舟桥
似一叶扁舟飘荡在湖水间，渡涧桥上
的棚已爬满藤蔓仿佛隐身成为自然
的一部分……

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建造的踏溪
桥一起，五座小桥巧妙地将各处风景
连在一起，和着湖水倒映出秋日绚烂
的模样。行至跨虹桥的顶端可望见大
半个园子秋日的模样。西斜的落日散
发着耀眼的光芒，飘荡的垂柳与色彩
斑斓的林间色彩，仿佛穿越到了徐志
摩笔下的康桥，构成哈尔滨人的秋日
记忆。

秋日的兆麟公园是庄严肃穆的。
在公园北侧安放着李兆麟将军墓。
1946 年，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安葬
在这里，这座公园也由“道里公园”更
名为“兆麟公园”。青松掩映中，“民族
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11 个金色大字

熠熠生辉，面前的将军塑像英姿勃发，
是这座公园带给秋日里的精神食粮。

秋日的兆麟公园是充满活力的。
十月的哈尔滨天高云淡、秋意渐浓，散
步时，树荫下、湖水旁，处处能看到游
人拍照留念的身影。有人用相机留下
与秋日美景相伴的画面，有的与家人
记录假期闲暇时光，有人用专业的相
机收藏与秋有关的点点滴滴。树枝间
轻松跳跃的松鼠不时与游人相伴，林
荫小道上可见三五成群的游人漫步舒
心，孩子们在广场欢乐地奔跑，还有人
伴着轻柔的音乐翩翩起舞。

伴着盈盈秋意悠然自得漫步其
中，不经意间，我们还会发现藏在树木
中的童真与童趣，那是一幅幅树洞
画。87 岁的张静告诉记者，由于家离
公园非常近，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和家
人、朋友来兆麟公园里逛一逛。一恍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对于这里的一
草一木他早已熟记于心，他说这种感
觉就像老朋友之间的相处，一定要时
常和这个老朋友叙叙旧，因为这是属
于他和兆麟公园最浪漫的约定。

秋日的兆麟公园各色交织、灿烂
如画，百余年间，它默默陪伴了一代又
一代哈尔滨人，从咿呀学语到垂暮之
年。它像一个善于倾听的朋友，又好
似这座城市的见证者，在默默无言中
送来秋日美景，记录与品评着时光的
味道。

兆麟公园
哈尔滨人心头的白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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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牡丹江到中国雪乡的旅游公
路一路西行，在海浪河的南岸，将近
海林市长汀镇的古城村时，驶入一段
并不平坦的田间公路，一座临河的小
山扑面而来。这座小山就是宁古台。

这里与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
址已然近在咫尺。三百多年前，清朝
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宁古塔昂邦章京
（满语“将军”的音译），属于清朝正一
品的武将，是当时东北两大行政区级
别最高的地方官员之一。于是车上
有人开玩笑，到了宁古塔，我们应该
先向宁古塔将军府报备一下吧。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宁古塔将军
负责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事
物。张缙彦在《石城》一文中写道：

“凡钱粮听断，皆出其中；朝廷有诏旨
及军令，皆于是宣读；府部调发工匠
及遣发迁谪者，皆于是稽察；解进参
貂，或远夷朝贡，皆于是奏报。”宁古
塔旧城曾是清王朝东北边疆地区的
政治军事中心。而且，在清朝顺治、
康熙年间，吴巴海、沙尔虎达、巴海、
萨布素等将领统率军民，多次乘船自
海浪河入松花江和黑龙江，迎头痛击
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外域入侵者，捍卫
了国家领土主权。

在宁古塔旧城，曾经汇聚了许多
来自京城或者中原富庶之地的流放
者。“去郭四、五里，故登临为近”。当
时流放者中的文人士子经常登上宁
古台谈古论今，抒发“地与人之相遇，
固有时也！”的人生感慨。

张缙彦曾任明朝兵部尚书，在他
的《游宁古台记》中，记述了几位当年
宁古塔流人同游宁古台的故事。当
时方拱乾（号坦庵）的族人集资认修
北京阜成门的城楼，为其赢得了自
由，即将南归故乡。张缙彦有“登高
之兴，乃邀坦庵同游”。在 1661年的
阴历九月初四，“天气稍和”，张缙彦
约“同志者十有八人，各载酒肴，出自
东郭，指宁古台而登焉。”大家“系马
披榛，烧蓬置酒，分曹竞饮”“日斜既
醉，徜徉忘返。为牛马之饮，酒行无
算。”这一次同游的士子围坐在宁古
台上，尽情吟诗，尽性饮酒，后来又索
性坐在河边石头上喝酒、行令，直到
秋日西斜回城仍意犹未尽。中间有
人捉到一只野鸡，只是这只野鸡非但
未能给这次野餐增光添彩，却被方拱
乾在宁古台上放飞了：“坦庵取得雉，
阴纵之，因名其处曰‘放雉崖’，志不
忘也。”

宁古台上“放雉崖”，在流放者的
文章中流芳至今。

其实说起来，这“十有八人”聚饮
宁古台，无外乎一群流放者抒发人生
羁旅、去国怀乡之情而已。但其对黑
龙江地区的文脉传承却意义重大。
此次聚会之后张缙彦与姚其章、钱
威、吴兆骞、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
等六人，发起“七子诗会”，成立了黑
龙江省第一个诗社，堪称黑龙江诗歌
文化之源起。在龙江文化史上，正是
这些流放者，在这片充满蛮荒的黑土

地上播撒了文明的火种，描绘了文化
的底色。无怪乎有人说“七子诗会”
是开在风刀霜剑中的一朵冰凌花，其
香清逸远，惠泽至今。有人甚至将宁
古台称之为“北方兰亭”。

关于宁古台的认知，大多停留在
“七子诗会”相关的诗作和张缙彦的
散文作品中，记录宁古台最详尽的当
是张缙彦的《游宁古台记》。至于今
人终于能够将这座小山赋予“宁古
台”之名，中间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
故事。

在1983年，黑龙江省社科院的李
兴盛先生要来海林考察宁古台。当
时李兴盛先生找到了牡丹江市文物
站的樊站长，后又点名让当时在海林
县志办任职的张呈文陪同。当时的
海林县政府特派出一辆吉普车，协助
几位专家实地考察宁古台。张呈文
和几位专家组成的考察组按图索骥，
依照古人的“东偏北方向”和“去郭
四、五里”的距离，选定了这个在海浪
河畔的龙头山。

在《域外集》和《宁古塔山水记》
等著作中，都曾写到宁古台。当年的
流人士子登宁古台有两条路：一条

“可骑其东”，骑马绕行上山；另一条
“亦可步陟”，沿河边小道也可上山。
当张呈文领着专家考察组登上宁古
台时，共同认定了此间山形地貌与古
人记述相符：“半方半圆”，“其形如
台”。从缓坡的南侧和东侧轻松登上
山顶，也能领略“升高骋目，天风飕

飕，迥然有尘外之思”的独特和神
奇。在这座平旷如砥的小山顶上，考
察组并未在西边和北面见到石崖，自
然也就不可能发现宁古台与海浪河
水回荡着的“逆遏回互，激石成声”的
景致，也找不到可以作为放飞野鸡
的崖畔……脚下只有坍塌后裸露的
砾石，远处的宁古塔旧城遗址都隐
没在一片稠密的民房中，只有远处
的满城南山“圆如乳头”，“抱官道而
西向”。那已经是宁古塔旧城驿路
的标志——官道山。

无论如何，由于在历史记述中
的“放稚崖”无处寻觅，终究还是不
能确认这座龙头山就是宁古台。及
至考察组失望而归时，张呈文灵机
一动问起几位当地的农民，得到的
回答终于让考察组峰回路转柳暗花
明。在当地人的记忆中，这座山的
西北两侧原本有着陡峭的石崖，后
来当地人盖房打地基，大都在这附
近的石崖就地取材，久而久之，在古
人诗文中闪耀着人文光辉的“放稚
崖”，悄无声息地湮没了。至此，李
兴盛等专家们一致确认：这里就是
古人诗文中的“宁古台”。

宁古台前，一座厚重的花岗岩
石碑静默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宁
古台遗址。灿烂的秋阳照耀着蜿蜒
而来的海浪河畔，照耀着宁古台下
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稻田，整个世界
都弥散着丰收的稻香。

风雨潇潇宁古台
□王喜平

宁古台远景宁古台远景。。

有五色山花相伴，携潺潺流水相随，再
来到阔别已久的宁古塔大石桥，禁不住思
绪泉涌感慨万端。苍翠青苔，顽皮的延展
在桥基和桥体上，星星点点跳落于桥面之
间。遒劲榆槐，默然拥围在溪岸桥边，枝叶
垂举蔽如伞盖。两道深深的辙痕，连接着
历史与现代，向久远未来延伸。

387年前，后金天聪八年，一座木质“长
板桥”横跨长溪，天堑变通途。历苍桑沐风
雨，数经修缮，同治年间，始缮完美，为今日
之大石桥。

三百多年来，大石桥默默矗立在鸡鸣山
下，看驿路风尘，通南北商渠，构建起宁古
塔与盛京间的血脉通道。徒徙的流人来了
又走，打鬼子的队伍往复穿插。

大石桥北仰泼雪泉南倚牡丹江，汩汩泉
水甘洌清澈，滋养了宁古塔文脉精华，七子
诗会在这里徜徉，黑龙江第一个诗社从这
里诞生。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浇灌着千里
沃野物宝天华，东园子葱西园子蒜从这里
远运京师，响水大米镜泊湖鱼经于此享誉
中华。

大石桥承载着儿时的记忆。春日里河
岸边的婆婆丁，夏天时山溪里的泥鳅鱼，秋
色中欢鸣不息的灰蚱蜢，冬雪上急速激情
的冰爬犁。闲暇暖日，约三五伙伴，纵情嬉
戏，是少有的父母放心的欢愉之地。

大石桥连通着古今民俗。最出名的民
俗活动当数端午踏青。宁安城区及近郊群
众端午节到大石桥踏青由来已久，习俗形
成，已不可考。大石桥的五月初五，天气晴
好时居多。月朗星稀更漏正浓时，便有民
众赶早，采艾晨沐、饮泉踏舞、吟诗作赋。
红日初升，已是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宁安
的“宁古塔流人文化节”深深地烙印着大石
桥的影子，端午之晨，大石桥边，情景再现
表演“七子诗会”、民俗展示“县官祭泉”、风
俗体验“蹴鞠”“立蛋”，诸多民俗尽汇于此，
是宁安端午节独有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弹指间数百年已
逝。无数风吹雨打，不曾侵彻大石桥。无
数寒霜冰冻，不曾浊蚀大石桥。数百年来，
大石桥一如这片黑土地上的老百姓，坚韧
坚守的信念始终不变，奉献付出的热忱终
究无悔，默默地驻守在祖国北疆，铿锵地挺
立着不屈的脊梁。

再历百年，相信大石桥依然挺立如故，
我们的生活却比今天更加幸福。

宁古塔
大石桥

□申鸿阳

周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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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麟公园内鸳鸯岛上休憩的鸳鸯。

我的家乡密山市855农场位于完达山余
脉，村庄坐落在一片大山的边缘地带。村西
是一条淙淙不息的大河，河边红柳簇簇，植
被繁茂，花草芬芳；堤下是鹅卵石铺就的河
床，河床边上银沙绿水，踩上去软软的，很舒
服，而且，河道背靠大山，山坡上长满葳蕤的
灌木，隐蔽性极强,是村里人野外洗澡的好去
处。沿着河套逆流而上，山势越来越挺拔，
林木越来越茂盛，远远看去，就像海面上的
万顷波涛翻卷起伏，煞是壮观。

夏秋之际，山中雾海茫茫，滚动翻腾，
千变万化，成为当地一景。因为是原始森
林，这里的树木也特别繁杂，常见的有柞、
桦、椴、核桃楸等树木，林下植被足有半尺
多厚，加上常年积累下来的枯枝腐叶，踩上
去就像踩在钢丝床上一样绵软，且弹性十
足。山下土地平坦开阔，野草丛生，俗称

“大草甸子”，在“大草甸子”里，蓄水保水能
力最强的“塔头墩子”便生于斯长于斯。“塔
头墩子”是一种高出地面几十厘米甚至一
米的形态各异的草墩，由湿地里各种苔草
的根系死亡之后再生长，再腐烂，再生长，
周而复始，并和泥土长年累月凝结而成。

回想起来，我可没少跟“塔头墩子”打
交道，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那年，我给村集
体放牧奶牛，累了就坐在“塔头墩子”上休
息。为了防潮，就在屁股底下垫块塑料布，
远远地看着奶牛吃草。奶牛对“塔头墩子”
上的塔头草情有独钟，他们特别喜欢吃塔
头草，也特别会吃塔头草，它们叼住一丛，
并不将其咬断，而是将头向上猛然一摆，带
出半尺多长的草白，然后就一边欣赏着美
丽的山水景致，一边悠闲而惬意地咀嚼，散
发出的那种甘甜清香的青草气息，远远地
直扑我的口鼻边，真是清新极了。

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我依然牵挂着家
乡的变化。近日，借一次采风的机会，我又
踏足家乡那片熟稔的热土。儿时的一位伙
伴，此时已是林场的场长了。

站在村口放眼看去，山峦莽莽，碧波荡
漾。朋友自豪地说：“自从国家实施封山植
树、退耕还林的政策以来，当地加快了林草
植被的恢复建设，咱们家乡，现在又是青山
绿水了！”

步入林海，我发现这里的松树，每一棵
都有碗口粗了，高大挺拔，参天入云，蔚为
壮观。如盖的树冠散发出幽幽的清香，令
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登高远眺，一幅丹青妙笔描绘出的壮丽
画卷便展现在我们眼前：林木覆盖的漫漫
山野，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辉，
层叠滴翠，波澜起伏着浩荡而去，一直消失
在人们视野的尽头，那种博大，那种浩瀚，
那种蓬勃向上的生机，在视觉上乃至心灵
上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和震撼；而山下的“大
草甸子”则更加热闹，在绿草相拥的潺潺溪
流中，成群结队的小鱼儿在追逐嬉戏，溪水
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鸟语花香……
多美的景色啊！我有些情不自禁了。我感
到自己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精神也变得恍惚
起来了！好像时光在倒流，好像一下子又
回到了 20多年以前，又回到了那个青山绿
水风景如画的原生态时代。

故乡琐忆
□孙丙杰

兆麟公园内的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