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可新
冰面上的铿锵玫瑰

□齐志

2022 年 4 月 8 日，人民大会
堂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范
可新作为北京冬奥会、残奥会

“突出贡献个人”代表光荣出席
隆重的总结表彰大会，并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极富感染力的讲
话……

“我等这块金牌真的等了很
久了，终于等到了答案。”夺得北
京冬奥会首金的范可新说完第
一句话就掉下泪水，激动得几乎
说不出话来。

4000多个日日夜夜，12年的
执着奋斗，她终于等到了这个光
荣的时刻。

“杨扬、王濛我们都是七台
河选手，不希望在我这一棒没有
接上，这下完成任务了，也希望
以后有更多七台河的孩子能接
上我这一棒。”范可新动情自豪
地说。

2022 年 2 月 5 日首都体育
馆，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
团体20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
范可新、张雨婷、武大靖、任子威
最终以 2 分 37 秒 348 夺冠，为中
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冬奥会
首金。

这个辉煌的历史瞬间，让煤
城七台河沸腾了，守候在电视机
旁的七台河人激动不已，热泪盈
眶，欢呼雀跃。

来范可新家里祝贺的亲朋
领导没走多远，父母接到了范可
新的电话，孝顺的孩子轻描淡写
报告自己的成绩后，一再叮嘱父
母照顾好自己。

女儿就是妈妈的小棉袄，妈
妈总能听到女儿千叮咛万嘱咐
的声音。

撂下电话，父母望着女儿的
照片，眼泪不停地落下来，孩子
真是太不容易了，十多年都没有
回家过年了。辛辛苦苦干一年
了，过年就是普通人家一个盼
头，盼子女回来团聚，盼孩子平
平安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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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范可新就有一个

冠军梦。
1993 年，范可新出生在黑龙

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双河镇庆安
村一个普通家庭，残疾的父母从
来不向困难低头，当年做过服装、
烧过酒、卖过豆腐，红红火火日子
没过几天，一夜之间赔得精光。

“我们夫妻带上可新兄妹俩
和家里仅剩的 300块钱来到七台
河，我残疾，身患小儿麻痹症，干
不了重体力活儿，会点儿修鞋手
艺。于是就花 130 元租了一间 6
平方米的铁皮房，吃住在这里，以
修鞋、配钥匙维持一家四口的生
活。”可新的爸爸范士忠说。

母亲聂桂玲平时在店里打下
手，闲暇之余捡废品换零钱补贴
家用。

范可新的父母却从未有过一
丝抱怨，积极乐观地生活着，教育
她和哥哥要以阳光乐观的心态看
待现实处境：“人，不能穷一辈子，
困难是暂时的。”

“她从来不买零食，还会把同
学扔掉的废纸、路边的纸壳收集
起来卖掉买文具”，聂桂玲说，“她
越懂事，我越心疼这孩子。”

没有零食，没有玩具，更没有
优越的物质生活，但父母的坚忍
乐观、勤劳朴实造就了范可新阳
光、不服输、懂感恩、有担当的性
格。

范士忠说：“那年除夕夜的饺
子都是好心邻居端来的，真是太
难了，现在想想都对不住孩子。”

吃饭用的是茶缸，给可新穿
垃圾箱里捡来的裤子，范士忠、聂
桂玲夫妇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有
特长学习，绘画、舞蹈啥的，咬咬
牙把天性活泼的可新送进舞蹈
班。班里要收150元服装费，热爱
舞蹈的可新言不由衷地对母亲
说：“我不喜欢跳舞，以后再也不
要去学了。”她知道家里没钱啊！

好心的邻居领母女俩去体育
场见到教练马庆忠，“你要是能
刻苦训练，我就不收钱。”

“免费，太好了。”每天凌晨 4

时起床训练，返回家吃早饭，再出
门上学，就成了范可新的生活常
态，13时到 15时上课，15时到 17
时接着训练，18时回家吃饭，撂下
饭碗，然后倒头睡觉，就这样一年
一年坚持下来。

她8岁开始滑冰，是队里年龄
最小的队员。一天晚上，母亲聂
桂玲给她换内衣，发现她的胳膊
和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双脚磨
破皮的部位有的已结痂，有的还
在化脓。

“怎么不早说呢？”聂桂玲心
疼地给她上药，“姑娘，咱以后别
练了，这也太遭罪了。”

“不，妈妈，我要练滑冰。”她
钻进被窝，不再让母亲看。

一天，父亲范士忠来到女儿
跟前，严肃认真地对她说：“孩子，
当你选择穿上冰刀的那一刻，就
走上了滑冰这条道路。这条路无
论多么艰难，你都要咬牙坚持，半
途而废不是我们范家的风格。”

“好的，一定必须的。”女儿伸
过手来，和父亲拉钩。父女的手
指狠狠地勾到一起。

懂事的孩子和母亲一起去捡
废品补贴家用，是常有的事。从
垃圾箱里捡完清洗干净又重新缝
补加工后的外裤穿了好几年，这
不是难为情的事。范可新曾说：

“没有什么不能提的，家里条件就
是那样。那时候瓶子还有纸壳都
可以卖钱，回家有一段路当玩了，
废品换了钱攒起来就可以买笔、
本子等学习用品，家里的负担就
减轻了。”

“就想多练一会儿。”可新这
样和父母说。教练安排大家滑行
一百圈，可新一定会给自己再加上
一百圈。由于大负荷训练，再加上
冰鞋不合脚，可新的脚很快就磨破
了皮，出了血见了肉。疼痛不时地
折磨着这个坚强的孩子，她咬紧牙
关坚持着，自己坚信，苦难会过去
的，曙光就在眼前。

看到女儿疲惫的样子，母亲
心里针扎一样：“和教练请假休息
几天呗，我领你去万宝公园看荷
花，还能玩疯狂老鼠呢。”可新知
道挺好玩，经常梦到在公园里游
玩的场景，但她说：“不行，我们教
练都说了，有病受伤了才可以请
假的。”

母亲是在试探一下女儿，没
想到她这样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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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范可新正式进入国家短

道速滑队，17岁就参加短道速滑世界
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和队友周洋、刘
秋宏、张会夺得女子 3000 米接力金
牌，成为世界冠军。在英国谢菲尔德
短道速滑世锦赛上，范可新一鸣惊人，
第一次参赛就夺得短道速滑 500米冠
军，并助中国队实现了世锦赛该项目
的五连冠，成为中国短道军团女队领
军人物。

2014年 2月 13日，在索契冬奥会
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半决赛中，范可
新在比赛中意外摔倒无缘决赛。在女
子 1000米决赛中，范可新则以 1分 30
秒 811的成绩获得亚军。那次她颓然
回到家里，总是心事重重的。

“抢码挺好跑到了前面，怎么摔出
去了，疼不疼？”妈妈有些惋惜地问。

“当时感觉不到疼，就是麻酥的，
晚上有些疼。”短道速滑这种竞技运动
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如火山的爆发、裂
变和挣扎，喷涌和重生，再获得新生循
环往复。

201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短道速
滑世锦赛中，范可新以 43秒 461的成
绩获得女子 500米项目冠军。同年，
范可新获得2014-2015赛季世界杯女
子 500 米年终总冠军，并被提名为
2015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最佳女运动
员奖候选人。

2017年 3月，在荷兰鹿特丹举行
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中，范可新以43秒
605 的成绩获得女子 500 米项目冠
军。与队友合作以 4分 14秒 058的成
绩获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12月，
范可新获得 2017体坛风云人物年度
最佳女运动员及最佳组合两项提名。

伴随着一次次失败而来的，是一
次一次的胜利。

2018年 11月，在 2018-2019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比
赛中，范可新以 43秒 214的成绩获得
女子500米亚军。

2020年 12月，在 2019-2020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中，范可新以
42秒714的成绩夺得女子500米冠军。

在索契冬奥会，范可新比赛中意
外摔倒，无缘决赛；平昌冬奥会，范可
新留下巨大遗憾，未能实现个人冬奥
会金牌突破。这两次对她打击很大，
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己综合实力欠缺，
她为自己加油打气，要做冰上的铿锵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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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到 2003年，说说那些年的艰辛。那年春天，

在哈尔滨带队训练的孟庆余教练回七台河选才。范可新
被孟庆余发现选中，转年就在全国小学生短道速滑比赛中
获得了500米、1000米等多项第一。

2008年 1月，在全国第十一届冬季运动会上，被教练
们寄予厚望的范可新却一无所获。那段时间，她常常感到
头晕和浑身无力，总觉得腿用不上力，后来连楼梯都爬不
动了。妈妈带她去医院检查，被告知长期营养不良加上高
强度训练，让她患上青春期缺铁性贫血。

看病，治病，恢复，休整，调理。母亲为范可新增加营
养，细心照料，把顽强、坚韧、毅力和爱，一点一点地投入到
女儿身上。范可新看到了母亲的坚强，更加坚定了理想。

重新返回赛场的 2009年，范可新被选入国家青年队，
在自己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得到的奖金中，果断拿出两万
多元买了 10副冰刀，捐赠给家乡家境困难的速滑小队员，
鼓励他们刻苦训练。

每次回到家乡，她都会来到短道速滑训练馆，和冰上
的小队员沟通交流，分享自己的奋斗经历和训练心得。
2015年范可新在夺得短道速滑世界杯土耳其站女子500米
冠军后，又从自己的奖金和训练补助中掏出5万元购买20
副冰刀，送给家乡贫困的短道速滑小队员。

范可新小时候买不起冰鞋，训练时用别人丢弃的冰
鞋，到哈尔滨训练也是捡别人穿剩的冰鞋，或者买人家不
要的便宜二手鞋。孟庆余知道她家困难就给她买了新冰
刀，她像战士爱护自己的枪一样，总是擦得干干净净。

她还记得当年一双新冰刀2500元，这笔钱是全家四口
人一年的生活费，简直想都不敢想。她说：“穿上孟老师给
买的新鞋，心里暖暖的。发誓要刻苦训练，报答老师的恩
情，将来帮助那些买不起冰刀的孩子。”

3月末那场春雪的前几天，范可新载誉返乡。看到熟
悉的土地，不由自主叨念着：“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妈妈，这块金牌属于您！”范可新将沉甸甸的金牌挂
在母亲胸前。母亲长久地注视着女儿，怎么看也看不够。

整点的钟声从短道速滑冠军馆传来，此时，讲解员还
在讲解冬奥冠军孟庆余和他的弟子们勇夺金牌的故事；桃
山湖上，速滑爱好者们在一圈一圈比着技巧；速滑馆里，教
练们正在指导队员们风驰电掣般前行并不时纠正姿势；倭
肯河边，人们将雪扫开，大人孩子们在你追我赶；庆余公园
里，几个人正踩着积雪谈论着速滑馆改造的事……

请来洋教练执教，体教融合，花大血本吸引高端人才；
几千万的宝泰隆短道速滑运动发展基金成立；市长李兵亲
临现场调研拟建运动员公寓选址和拟建短道速滑气膜馆
选址；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向教练员和运动员赞助保险……

“脚踩冰刀手握秒表”的七台河，吸引了来自贵州、甘
肃、内蒙古、吉林等多个省份的小运动员，处处充盈着春天
的气息……

3月末的七台河，天气依然很寒冷，纷纷扬扬的大雪尽
情飘洒，山峦、树林、道路和房屋全被银色世界所笼罩。远
处仙洞山变成了仙山，英湖山也被白雪掩盖，桃山也变成
了胖胖的白桃，整个世界都是一片银白，白得纯粹，白得清
凉，空气中都甜丝丝的，韵味
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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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寒冷的早春时节，开的花很少，达子香经过一
个冬天的储备，春天绽放，透着一种迎来春色暖人间的
感觉，让人心旷神怡。达子香的学名叫杜鹃花，生长遍
布全国，在东北生活的满族人把达子香称为“年息花”，
视为圣洁之花。不仅在春天观赏，还选择特殊的时间，
将其采摘下来，精心制成香料，用于祭祀时点燃。

满族生活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早期的满族人
以部落为单位，过着狩猎采集捕鱼和农耕的原始生活，
他们长期以自然为伴，每年的秋收后新粮开始从场院
入仓，这时全体族人要聚集在一起，敲起手鼓点燃达子
香制成的香，在咚咚的鼓声和各种响器的吟和之中，举
行神圣的祭祀仪式，感谢祖先对他们的护祐，一年来风
调雨顺，秋季得以五谷丰登。每年无论是大祭还是小
祭，燃香贯穿于整个祭祀的过程之中，祭天祭祖祭神
灵，处处都用这种特殊的香料，彰显香料的神奇力量。

为了采摘达子香，在每年夏秋时节的农历七月初，
山野处处草木葱茏，大地上庄稼封垄、拔节，一派生机
勃勃，预示着丰收在望。这也正是达子香枝繁叶茂之
时，七月初七是满族人采摘达子香的日子。

这时的达子香生长是一年中最旺盛的时节。选在
这个时间采摘，是因为此时生长的达子香内含的油脂
多，香气最浓，又到了快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到了这一
天年长的和年轻的男子，要穿戴好整洁的衣服，在天还
未亮的时辰里，顶着满天繁星走出家门，踏着林间尚未
退去的露珠和晨雾开始采摘达子香。这叫“采明条”，
专门采摘下达子香的叶子和小的枝条，采摘时必须用
手而不能用工具替代，采下的达子香也不可见阳光，采

七捆用绳子捆好连上，要手捧在胸前将其请下山，带回
家来放入洁净之屋里，由风吹干或者由其自然阴干。
待花叶都干透后先用手搓碎或上磨碾碎成粉状，用最
细的箩筛过，将杂质和未碾碎的枝叶除去，再用洁净的
纸包好收藏起来备用。

长期以来满族的先人们就视达子香为圣洁之花，
从何时开始使用这种花制成的香来敬神祭祖，目前无
从考证。达子香这种植物就是杜鹃花，南北方都有，多
生长于山峦林间草地上，几乎处处可见，只不过品种不
同，有大小叶之分和花的颜色不同。我们这一带生长
的叫“兴安杜鹃”，因为其拥有耐寒的特点，冬季的寒冷
并没有将它们冻死，反而能在冰雪里冬眠。东北的百
姓都公认这种花的耐寒性，朝鲜族将此花称为“金达
莱”。

有资料介绍清代皇族为规范满洲祭祀相关礼仪，
在乾隆朝专门颁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其中对
用香产地的记载尚不明确，但在《嘉产荐馨》一书中
则提到东北的四种植物可以制香料，用于祭祀祭
祖。这四种植物的名字不同，皆因为生长地域有差
别，但是其中的三种属于兴安杜鹃。但因产地有别，
就又有宽叶窄叶之分。乾隆初年，乾隆皇帝命长白
山地区的宁古塔将军阿兰泰采集御用香料。于是阿
兰泰派人到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去寻找，他们在距天
池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两大片生长的宽叶杜鹃，第一次
采集了不到二百捆进献给了皇家制香。随后，将此地
划为皇室用香的专属采集区域，百姓不得入内采集。

清代的祭祀用香也体现了等级观念，虽无明确的
规定，但是皇室和普通的百姓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普
通人无论居住何处，他们都无法到长白山去采集，就只
能在居所附近采集达子香制成祭祀用香。

近些年来因为山林被采伐开荒种地，达子香大面
积减少，想找一块面积较大的达子香都很难了。如今
每年的七月初七，满族人亲自上山去采香、制香的人已
经不多了。满族人采摘达子香制香一事，是北方民族
保留下来的一种古老的仪式，是取自大自然，崇拜大自
然的表现，也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传统民族文化。

达子香达子香
香飘北香飘北疆疆

□关治平

四月的大兴安岭乍暖微寒，昨夜，一
场清雪让大兴安岭松岭披上薄薄的银装，
使纵横千里绕城而过渐渐消融的多布库
尔河，被雪花覆盖而宁静洁白，河岸的红
毛柳在晨光的照耀下越发的红润起来，
河水潺潺多秀色，两岸玉霜共氤氲，这就
是大兴安岭特有的春色了。

松岭位于大兴安岭山脉伊勒呼里山
南麓，多布库尔河之滨。这条嫩江源头
最大支流的多布库尔河（达斡尔语：意为
宽广美丽的河）穿越茫茫林海，绕过寒温
带动植物物种丰富的大美湿地，旖旎着
流经松岭全境，山水相依，景在城中，人
在景中，景色宜人，因此小城松岭就有了

“伊山多水”的美称。
春季，极目远望，叠嶂的远山还是被

白雪覆盖，晨光映红远山，暖阳散落在错
落有致的小城，袅袅炊烟依旧升起，似乎
还沉睡在冬天的童话世界里。只有环城
旖旎着的多布库尔河时不时传出冰面炸
裂的声响，“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里是欲
知春来冰先动，清爽的河水从裂开的冰
隙间溢出，发出清脆的音符，自自然然演
奏出春的序曲，两岸暗淡的红毛柳感知
着春的序曲，在不知不觉中泛红了枝头，
大兴安岭春的色彩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似
冬天童话的世界，苏醒了沉睡的山峦。

每年的这个时节，都会与几位影友
在多布库尔河上或爬冰卧雪，或站在冰
河之中，或钻进厚厚的冰裂下面，定格着
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冰雪奇观与红柳
完美的相遇，诠释着北国大兴安岭特有
春色的“冷、纯、静、美、奇”，水无长形，冰
无长势，即使是同一河段，同一地点，景
色年年不同，年年精彩。安塞尔·亚当斯
在谈到摄影创作时说：“我们带到摄影中

去的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
听过的音乐、爱过的人。”有了这样的认
知，从大自然雕琢的冰河奇观感受到节
奏和音律，冰河之上追赶春色的人们是
节奏与音律中跳动的、欢快的音符！人
与冰河红柳自自然然融入镜头之中，呈
现人与自然的奇幻相遇，展示人与自然
的冷艳之美！这样的春色由不得你不脱
口而出：太美了！

自然的轮回似鬼斧神工的巧匠，江南
的春色“万条垂下绿丝绦”“出门俱是看花
人”，柔美中饱含诗情画意；北国的春色

“不要人夸好颜色”“晨起开门雪满山”，料
峭中富有诗与远方。记得前几年也是这
个时候，也是在多布库尔河渐融的冰面
上，为找个最佳拍摄角度，小心地沿冰面
要走到对岸，可是走到河中央时，脚下的
冰面突然爆裂，我掉入冰河之中，脚没能
探到河底，一只手支在冰面上，另一只手
快速举起相机，一位影友过来，先接过相
机，才拉我上岸。虽然现在说起来是个笑
谈，但还是有些后怕，还是乐此不疲地来
到冰河之上。神奇的大自然就是这样的
迷人，心存敬畏，敬畏中又想接近它，记录
它。江南的柔美，北国的料峭，无不诉说
着：一样的春天，不一样的春色；一样的美
丽，不一样的精彩！

蓦然回首，晨风中已有了暖意，大地
的色彩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原野开始
萌动着新的生机，树枝儿也欲吐嫩芽儿。
当多布库尔河水托动着大块的浮冰在河
中漂移，天空就会看见迁徙的候鸟来这里
生息繁衍，河谷会回荡着候鸟的余音。复
苏的万物静待着一场春雨的到来，春雨过
后，这里将又是另一种生机勃勃的“醉”美
的绿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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