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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过后，呼兰河东岸大片原野便银装素裹
了。站在呼兰河大桥上放眼看去，山道两旁一棵
棵小松树上挂满了精致雪塔，形态招摇，微风吹
拂，雪塔一颤一颤的，仿佛在点头示意。河东岸的
小山村，如懵懂羞涩的处女，隐居山角河畔，静静
守候。飞雪飘飘洒洒，将眼前的房顶覆盖得严严
实实的，就像一幅绘画作品中的童话世界。

大雪过后，当河面完全冰封，我总要到呼兰河
冰面上兴奋地走几步看看雪。双脚踩到雪上是那
种很绵软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缓缓蹲下

身子，轻轻捧起一捧如白沙一样
洁白的雪，然后把它揉

成团，用舌尖舔一舔
这白雪独有的

味道。
这 冰

雪 呼 兰

河，特别像铺展开的一袭长长的漂亮的巨幅白
纱。大人孩子都跑上冰雪的河面，尽情地玩雪，堆
出一大排雪人，插上红鼻子，戴上桔色帽子，围上
红围巾，一个个模样神奇逗人。我们几个老朋友
拉成一排在绒绒的冰雪上，踏着欢快的秧歌舞步
激情曼舞。

身处冰雪呼兰河之上，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
过数不清隆冬盛景。强劲的西北风猛刮着纷纷扬
扬的雪花，再次光顾呼兰河。今年雪大，如鹅毛一
样大团大团地扑天盖地而来，弥漫了整个世界。
一场雪接连着另一场雪，分辨不出究竟下了多少
场雪，岸边几乎与冰雪覆盖的江面超平了。呼兰
河被冻得厚厚实实，上面可跑越野车。

走进了风雪交加的数九腊月，豁然间，我发现
刚刚下过雪的河面上竟然出现了几串很喜人的兔
子脚印，从东面大地上轻轻而来，向着拉哈山上穿
梭而去，是一对，不，应该是几对。仔细瞧看呵，有
大还有小，一串串一排排，特别清晰，让我内心一
阵惊呼狂喜，好多年未见野兔子了，是白兔还是灰
兔，或是别的什么颜色？是哪个山上跑下来的呢？

有人提议去三里外的南山看看，因为沿河道
走上去就是南山。于是，我们这些长年徒步“运动
健将”便列队走起，从新大桥头出发直奔向南山，
一路上竟然惊起路边几对野鸡，一行排空迅速飞
去，这也撩起我内心一阵阵惊喜。南山的雪野格
外厚实，原来的过往道路都被风雪给铺平了，看不
出来哪里是车行的道路，哪里是河的冰面。

据说，这一带常有野鸭及众多种类山鸟出
没。近几年丹顶鹤也曾落脚过，多少年前呼兰河
就是鹤的天堂。现在，这里野鸡确实比较多。正
走着，从右侧的树带里腾空而起，从容地斜飞向另
一片林子里去了。它们的身姿很矫健，是深花色

的，看不清它们的真实样子。只觉得野鸡在这里
生活得很安逸，我们的到来，是不是打扰了它们的
平静生活？

于不经意间，我瞅见不远处还有两对野鸡正
在草色裸露处认真地觅食，羽毛素雅的雌性较为
娇小一点，全身褐色，带着斑驳黑点儿，挺好看
的。那两只深红色的脑门长着长翎的是雄性野
鸡，鲜红头信儿，蓝色羽毛脑袋，绿眼眉，白眼圈
儿，脖子上还有一圈儿白毛，全身红绿颜色掺杂，
煞为美观；尤其那条漂亮大长尾翎，红绿黄相间，
还点缀有金色的珠点儿，极为火红而张扬。它们
都长得十分健壮，听到我们动静并没有急于飞起，
仍在逡巡地觅食……

此刻，一抹欢快而稀罕的场景出现了。两只
野鸡看来是突然发现了可用之美食，径直奔向冰
河中间去啄食，后又沿着原路快步返回。雌野鸡
一直小心翼翼地跟在雄野鸡身后，而雄野鸡比较
胆大，头抬起时也格外的高昂。冬日之下，阳光和
白雪交相辉映着，将这对野鸡夫妻相依相随的娇
好自然场景展现得更为鲜亮而神圣。它们根本没
有在意有人过往，而是像自如漫步表演一样，令人
大开眼界。

野鸡天上飞，兔子山间跑，为这白雪皑皑的呼
兰河增添了别样韵味，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之
美。每当来到呼兰河畔，见到自然生态一天天好
起来，我便心情愉悦。太阳落山前，喷射的瑰丽光
彩，为呼兰河大桥都渡上一层桔红色，把这整个河
的两岸都笼罩了一片祥和的光泽。许多孩童仍在
冰河上像小燕儿似地展翅划飞，那阵阵欢快的笑
声，在冰雪呼兰河上飘荡着……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冰雪呼兰河呼兰河
□杨中宇

入冬第一场
雪时，呼兰河水依然在

缓缓流淌。雪花飘悠着自
天外飞来，轻盈剔透，清爽
唯美。空中雪花不是从天空
飘下，而是一片片地纷纷滑
落，梦幻般萌动着，瞬间
就融化于匆匆奔流的

河水之中。

我对雪书的理解，来源于小时候母亲的
解读：“雪书，是大地上凝结寒冷的语言，是
田野中涂鸦清凉的文字。”

那会儿，家乡的冬天，天气嘎嘎冷，大雪
漂白了村庄。开门望去，白皑皑的雪色，漫
山遍野，无边无际，折射的银光直晃眼仁儿，
像一张偌大的最白的纸张，从脚下一直铺展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孩提时，我常把雪地当作宣纸，涂鸦着
启蒙求知的欲望。爱雪的情趣，雪书的情
思，一件件雪事拴着我童年的心。那时农村
没有幼儿园，屯里的娃们，都是群“撒野”的
孩子。如果追溯更早，其启蒙教育当属是简
单的阿拉伯数字，而且单一的启蒙数字却又
与雪地上写雪书联系在一起。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就对数学
有了浓厚的兴趣。一次老师组织雪地写字
比赛，我索性写下“123”三个数字。当时，老
师和同学都有些不解。我解释道：“‘123’就
像一个人，年轻时，像个‘1’字，身板溜直的；
待年龄大了，便像个‘2’字，后背弓了；待到
老了，便像个‘3’字，腰和腿全都弯了。”其
实，这是我从大人那听到的故事搬过来的，
又与雪地上的雪书情景融合到一起，才写出
了眼前的“123”。而我富有形象的一番创意
解释，却没想到获得老师的一顿表扬，并还
夸奖我对雪书有独到的理解。

一个人从降生来到世上，便就在一张
雪地的白纸上，开始书写着生命的“人”字；
一路风雪兼程，每个人都要走进属于自己
的“123”。

一个人的生命世界，就是雪的世界。
苍茫的雪原，踩出人生的脚印，即使新雪片
片覆盖了脚窝儿，随之片片新雪的上面又
会踩出新的脚印，如此这般地反反复复、无
止无休地循环着、延续着……呵，人的生
命，岂不是一部书写不尽的宏篇雪书呢。

在童年的时光里，我心中最有文化品位
的事儿之一，便是在茫茫的雪地上书写雪书
的乐趣。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拿着小棒当
笔，划拉着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文里的精彩
句子。有时也写下一些不文明的粗话后，小
伙伴们便在雪地上相互追逐戏闹到处乱跑，
记不清来来往往跑过多少个来回，连雪地上
那几行不文明的话儿都被踏碎，还是不愿意

停下疯玩的脚步。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学时的“雪雕事

件”。那年冬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有一天
放学，我在路旁堆成两个连体雪人，一男一
女，男的胸前写上“班长”的名，女的胸前写
上“学委”的名，并在旁边雪地上又写上一行
隶书：“班长和学习委员搞对象啦！”谁知我
们同学中出了一个“叛徒”，第二天老师便在
上早操时点名批评了我，并说：你书法写得
很好，但心灵也要美啊！时间又过多年之
后，同学们都从中学毕业各奔东西了，而那
位“班长”和“学习委员”还真走到一起了。
一次同学聚会，我还调侃他们：“你们俩的结
合，得感谢我的‘雪雕事件’呀。”

记得升入初中时，我的雪书水平也有了
一定的提高。有一次，在放学路上，我找块
没人破坏的雪地儿，挥笔（棒）写上刚学的课
文《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叫卢永河，他
书法和绘画水平都很高，我在课堂上粗略学

会一些各种字体及基本书写要领。于是，我
用老师教授的书法知识，采用狂草形式书写
伟人的诗词，展示一下或者说“显摆”一下自
己写字的风采。然后，便孤芳自赏，洋洋得
意：面前的雪书，字句像大河流水，一气呵
成，偶有间断，却不断气脉。由此，心中还生
出几分飘飘然呢。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可每当遇到雪天或雪地，我便想起当年书写
《沁园春·雪》雪书时的场景。

岁月更迭，时光流逝。一晃，我的鬓角
已经飞进了白雪。辛丑年的头场大雪中，我
行走在一片洁白的野外，一种特别的感叹油
然而生：人生岂不像雪地上洁白无瑕的雪
书，浓缩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意
境，珍藏着日子里温暖幸福、悠然清凉的记
忆。今天，虽然童年的雪书早已定格于六十
年前的岁月，其雪书文字也不能进入档案馆
永久记载，但那温暖亲切、清凉纯真的雪地
之情，却像故乡的雪花铺地一样释怀，在我
心中苍老的空白之处永远怒放。

童
年
的
雪
书

□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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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兴安岭
冬打鱼

□闫建军

我家有一套冬天打鱼用的神器，是前些年父
亲自己动手做的，父亲管这个叫“冰窟窿凿子（铁
钎子）”。父亲的一生，不喝酒不抽烟不玩麻将不
玩牌，没有别的嗜好，就爱冬季凿冰窟窿打鱼。
父亲说，冬天去河里打鱼就要凿冰窟窿，凿冰窟
窿就要有“冰窟窿凿子”。

父亲做的“冰窟窿凿子”

如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父亲亲手做“冰窟
窿凿子”和搅箩子的经过，好像很容易。

先准备好了直径 20多厘米粗、1米长的圆木，
是榆木的，父亲说榆木弹性好，而且木质较硬，做
冰镩子把手结实。然后在圆木上端横钻一个透
眼，将一根细一点的榆木杆穿过去，作为镩子的
两端把手，两侧留有 20厘米长就可以了。再将 60
厘米长擀面杖粗的钢筋一头打成尖，越锋利越
好，做成铁钎子，在圆木一头正中钻 30 厘米深的
眼，把做好的铁钎子没打尖的一头，牢牢地嵌入
圆木眼中，然后再用木塞子固定好，“冰窟窿凿
子”就做好了。

搅箩子制作就更简单了，在一把 6 米多长直
径 5厘米粗的木杆子头一端加固一个用钢筋或树
木根条制作的圆圈，再用麻绳或尼龙绳在圆圈周
围编织上网状，形成一个网兜，搅箩子就这样做
成了。

学会凿冰窟窿

小兴安岭脚下的林区冬天是闲季，没啥活干，
都猫冬。父亲闲不住，几乎每天都到山脚下的诺敏
河里去凿冰窟窿打鱼，每次出去都会有所收获。在
我 16岁那年放寒假没事，跟父亲出去打过鱼，那是
我第一次看凿冰窟窿打鱼，也是第一次学凿冰窟窿
打鱼。

那天吃过早饭，父亲就背上了“冰窟窿凿子”
说：“走，要开春了，马上冰就化了，咱们凿冰窟窿
打鱼去！”

跟在父亲后面，我们来到了山下的诺敏河冰面
上，父亲四下看了看，问我，你觉得哪里能有鱼？

河湾边上能有鱼吧。我指了指前面说。
父亲看着我说，走，那咱们就去试试吧。我跟

父亲来到河湾边，这里的水比较浅，水底的草都被
冰齐腰卡在了那里。父亲先开始“咔嚓咔嚓”地凿
了几下冰，凿出了一个圆心小窟窿，我就蹲在旁边
认真地看着。“冰窟窿凿子”的尖是很锋利的，凿冰
时两脚要叉开，防止凿到脚上。父亲一边凿冰窟窿
一边告诉我。然后把“冰窟窿凿子”交给我，让我
来两下试试。我接过“冰窟窿凿子”，感觉足足有
十几斤重，我照着父亲的方法凿了起来，看着挺简
单的，可真正使用起来，就难掌握要领了，“冰窟窿
凿子”总是跑偏，越是使劲攥紧“冰窟窿凿子”的把
儿，“冰窟窿凿子”越是不稳，手上的力量也越是不
平衡，脚下也老打滑，锋利的“冰窟窿凿子”一下子
就从我的左脚边凿下去了，鞋被凿开了个小口子，
脚倒没有受伤，如果要是再偏点，凿到我脚趾头
上，我的左脚大概就废了。父亲见状告诉我，不要
使劲攥“冰窟窿凿子”的把儿，让“冰窟窿凿子”自
然垂直朝下，自然用力提起，再用力下沉，“冰窟窿
凿子”就走直线了。我照办了，果真“冰窟窿凿子”
再也不跑偏了，脚下也稳当了。半个小时后，我满
头大汗地把冰凿出个大窟窿来，可是底下没有水，
下面是空的。父亲笑着说，选冰面要看颜色，从上
看下去，冰面是发白的，可能下面没有水，若是发
青色的，多半都会有水。再有，还要看冰面，冰面
不光滑的，有水草露出来的，底下也没有水，没有
水当然就没有鱼啊！我认真地向父亲点着头，说记
住了。

用搅箩子搅鱼

父亲领着我找到一块青色的冰面说，就这里
了。父亲先凿了起来，他先凿了一个点，以这个点
为中心，然后再在上下左右凿四个点，开始由内向
外凿，一层一层凿，大概 10几分钟，冰窟窿就要凿
透了。

这时父亲让我站远一点，父亲最后一凿子下
去，冰面一开，由于水里缺氧，破开冰面的瞬间，会
产生压力，忽地窜出水来，崩一身水。我急忙躲得
远一点，父亲仰起头，扯开嗓子大声吆喝道，开冰
了——，就听“咕嘎”一声，一股水花从冰窟窿里冒
了出来，有三尺多高，随着水的喷出，带出一些大
大小小的鱼来，在冰面上翻跳着，一会功夫就都冻
硬不动了。父亲赶紧用搅箩子插入冰眼里来回地
搅动，左右上下猛搅几下子，就搅上来不少鱼，有
泥鳅、鲫鱼、柳根儿、胖头和小鲶鱼，还有蛤蟆等。

“这一次捕的鱼足足有十几斤。回去让你娘捞点二
米饭，锅里下两块大豆腐炖小鱼，再整两口小酒，
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说完，父亲哈哈笑起
来，我也笑了……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因病早早的离开了我们，
也离开了与他相濡以沫的“冰窟窿凿子”，往日背
在父亲背上那锋利铮亮的“冰窟窿凿子”，已经尘
封在了仓房里几十年了。“冰窟窿凿子”已经挂满
了灰尘，凿子尖有些锈迹斑斑了，擦去灰尘和凿子
尖上的锈迹，“冰窟窿凿子”依然那么锋利锃亮，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旁边搅箩子与它紧紧相伴，依依
不舍。

后来，我们离开了老屯，在城里买楼了，在收拾
家具时，我娘说把你爹的“冰窟窿凿子”送给人吧，
反正进城也用不上了。我说，是用不上了，现在农
村都有了垂钓园了，还有超市和大市场了，谁还会
死冷寒天地去凿冰打鱼啊！我娘说，那就扔了吧。
我说，那可不行，这是父亲亲手做的，留下吧。就
这样，跟了父亲大半辈子的“冰窟窿凿子”和搅箩
子就又留在了我家，和我们一起进城了。

冰雪覆盖的呼兰河冰雪覆盖的呼兰河。。

冬天的呼兰河冬天的呼兰河。。

雪地上写字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