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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前后，河面上便跑起
了冰排。有时候一夜间冰河就
全开了，波光粼粼，可见鱼儿游
来游去，悠然恬静，十分喜人。

每逢夏日，我经常高兴地
去河边。清亮的河水缓缓地流
过草地、绿林和沙滩，以大写意
的曼妙演绎着轻松和自由。白
云映入河中，形如一朵朵硕大
的浪花，又像洁白的精灵装点
着家乡水的世界。

随着雨水的不断降落，加
快了河水的奔腾，也明显少了
春天里的清静和羞涩，增添几
多欢畅和洒脱。若是从高空鸟
瞰自然悠长的河水，那是一条
宏大洁白的缎带似的水系自小
兴安岭脚下逶迤而来。

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

西南麓的炉吹山（达里带岭）。
我曾特意去那里踏查寻过源头，
那里的鸡岭林场山深林密，沼泽
纵横，石隙、林间皆有众多山泉
汩汩涌出，清清爽爽。当地人
说，这便是呼兰河的最初源头。
当河水从呼源沟走出来，流过鸡

岭、圣浪、神树、石长等地，依偎
着地势绕过铁力，与克音河、努
敏河、通肯河等支流交汇后，便
坦坦荡荡进入大平原沃野，河道
明显变宽，又经庆安、望奎、绥化
等地，才来到我的家乡。接着继
续南下，为泽兰湖水库蓄满水
后，于呼兰区张家庄附近注入滚
滚东去的松花江。

一路走来，呼兰河也并非全
程昂扬顺畅，中途也有着无数阻
拦、波折与坎坷。即使流到了一
马平川的碧野之上，还有九曲十
八弯需要它努力地绕过。但无
论遭逢的境遇如何，它都不畏
惧，不退缩，目标就是要抵达它
想抵达的地方。

我曾乘船逆流而上，尽情观
看迎面涌来的河水，欣赏两岸的
树丛、野花和绿草，还有百鸟的
歌唱，兴奋地浏览两岸的风景。
当我低头用手去轻轻抚摸柔美
的水面，以及漂浮的翠绿蒲草，
观赏河水中遨游的鱼时，发现有
的鱼是不怕人的，似乎有意在向
我靠近。有一种身上有七个红
点儿的小鱼，身体是透明的，犹
如翡翠一般，让我望一眼，又想
看它第二眼。这鱼叫七星鱼，是
呼兰河里的名贵特产，食之营养
价值极高。

我曾听姥爷讲，解放前后，
家门口的呼兰河很宽很宽，放眼
是白亮亮的水天一色，仔细瞅
去，有些眼晕。河东便是一眼望
不到边的芦苇荡，东南面有好大
一片柳条通，野鸡、野鸭、老鯆、
天鹅，妩媚的丹顶鹤也在这里起
起落落。除了飞禽，还有走兽。
野兔、野狼、野狍子、狐狸常在这
里出没，但看不见谁去打猎，大
自然显得苍茫深厚，生机盎然，
天籁如歌，一派祥和。

夏日的呼兰河，河水呈淡蓝
色，比天色浅。河边的野花竞相
盛开。我想，当年小时候的萧红
之所以常跑到河边来，是不是用
河水照一照她的俊俏模样觉得
既开心又快活呢？我站在可亲
可爱的大河边，只见蓝天白云在
河水里悠悠地飘逸飞翔，像宏大

屏幕铺展开来分外壮丽，美不胜
收。

呼兰河，也是开阔我胸怀和
视野的河。

河西岸是绵延不断的拉哈
山——小兴安岭余脉，家乡人把
这座山看作自己的脊梁，也是他
们英勇勤劳精神的象征。山坡
上生长着挺拔的树木，樟树、松
树、柞树，还有柳树和橡树，它们
铿锵地彰显着各自顽强的生命
姿态。站在拉哈山最高处，可将
缥缈而来的呼兰河尽收眼底。

呼兰河，也是一条穿越历史
烽烟的河。兰西县志记载，一千
多年前，这条河是赫赫有名的蒲
与路（也称蒲峪路）粮道，运输繁
忙，发生过不少大小战事。绵延
起伏的拉哈山岗上，至今仍可见
多处烽火台的遗迹。听姥爷讲，
兰西河口还是日本人入侵兰西
县的第一道入口，也是当地军民
与侵略者拼杀的铁血战场。

呼兰河，又是一条文化之
河。在这里有临江女儿城、山弯
古城、郝家城子等遗址，曾出土
过金代都提控所印，现在就存放
于黑龙江省历史博物馆里，深藏
着一个朝代的久远的故事和金
源文化。

夏日和风吹进六月，呼兰河
东岸便展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
碧绿稻田，辽阔而壮美。入秋之
时，这里金波荡漾，如画如诗，稻
花飘香，令人陶醉，由此这里便
有了寒地黑土“鱼米之乡”的美
誉。这里建有天然河水灌溉的
万亩稻田，年产几万吨的有机优
质绿色河东香米。

风光夏日，呼兰河这里除了
小鸟们欢喜光顾，野鸭、野鸡及
众多野鸟也在这里起起落落，飞
来飞去，使我豁然觉得有这条河
的精彩存在，任何事物也都具有
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从我的家乡流过的这条河，
它不仅是一条不停涌动奔流的
水脉，流进我们的心田，也承载
着历史、生命以及文化，以它特
有的亲近方式与大江大海去融
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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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呼兰河。

暮色渐稠、灯火初放，广场刚才还一片寂静，音乐骤
然响起，瞬间点燃了东极佳木斯夏夜的火焰。

在灯火可亲的夜色里，在动感十足的旋律中，在伸、
拉、踢、转，举手投足的碎步间，一队人身姿挺拔，步调一
致，精神抖擞，犹如一条舞动韵律的长龙在夜色里蜿蜒穿
行，成了佳木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没错，这就是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如今已经成为
城市一种文化娱乐的休闲方式。

旧事依稀，回首当年。1999年我毕业分配至东极
佳木斯，住在站前铁路单身宿舍。每晚下了班无处去，除
了窝在宿舍看看书，就是一个人闲溜达。那时西林公园
四周还是铁栅栏，没有可以锻炼的健身器材。西林公园
对面是动物园，更是高墙深院，大门紧闭。花鸟鱼市也在
公园附近，白天热热闹闹，卖鱼的卖网的卖太阳镜的，卖
小猫小狗的多了去了，卖花的一排一排，花团锦簇，花语
时时。卖呆的也不少，看这瞅那。可到了晚上，那可真叫
一个静呀。还有一个净，小街干干净净。

这座东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早早沉睡在了暮
色中。

我居住的小村黑通村，离城只有四十里，更没有什么
夜生活。早些年，冬季天寒地冻，一到夜幕降临就是万籁
俱寂，伴着停电带来的长长的黑暗，在红色蜡烛微弱的光
影里翻绳、欻嘎拉哈，玩着简单的手影游戏。夏日暑气蒸
人，一把揺扇，一直揺到汗津津的睡梦里。

日动影移，时光穿梭，不堪回望，转眼二十余载，这期
间，我调往哈尔滨工作，有次忽然看到关于故乡的征文，
瞬间被“故乡”这个词击中。很快写出了《佳木斯，我的故
乡》，那时才发现内心对一座城有多么依恋与不舍。

故乡是人的根。故乡濡养了童年，藏在乡愁的深处。
当我再次回到故乡，一颗心终于有了归属，落地安

家。家乡已悄然改变，道路宽阔笔直，高楼鳞次栉比，大
气舒朗的西林公园，绿柳垂垂，清风柔柔；绵延数里的杏
林路，花木繁茂，灿若朝霞，犹坠梦境，给这座城市平添了
几多盎然几多风姿。今年伊始，儿童公园、四丰山等处紧
锣密鼓改造，佳木斯城市建设从谋篇布局“大写意”转入
精雕细琢“工笔画”，听雨轩，太极池，清莲影，飞泉塘，舞
步场，陆续完竣，城市新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

城市好了，百姓笑了。
我的新家，就在西林公园的南侧，除了读书，我已经

把这个有着红色革命元素的西林公园作为自己健身运动
的后花园了。

每每夜晚，舞步时间还没到，早早地来到公园，和舞
友们切磋心得体会。老刘失眠，走快乐舞步半年，睡也香
了吃也香了。小李中年就得了高血脂高血压，坚持走了
两年，身体瘦了，人也精神了，血脂血压也都降下来了。
小美单纯性肥胖并便秘，小张颈椎病肩周炎，连续健身几
个月就有了很大的缓解。友好的交流，促进了身心的健
康。

健身+快乐，已经成了城市生活的主要元素。
如果你忙碌了一天，伏案过久，或许你刚刚饱食过，

也许你真的就出差到此地，还未听过见过这个神奇的快
乐舞步，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像我、像好舞市民一
样加入快乐舞步中来。无需顾虑，没有攀比，无所谓标准
不标准，也不会有人嘲笑顺拐，一切都向快乐出发。

你只要看着前面的人，如何踢腿，伸拉，转体，不出三
五分钟，你就很容易掌握音乐的节奏和舞步的动作要领。

片刻间，你的劳累呢？你的烦恼呢？你的忧愁呢？
你刚才还为吃得太饱而担忧呢？这时你就会发现，所有
不如意、不美好，都随风消散，杳无踪迹。随之而来的是
快乐与舒畅占据了整个身心。那种是沉浸渐次渐深，才
慢慢浮现与悟出：快乐总能给人激情，给人力量，使人向
上，使人热爱。

你听，有人跟着清澈的音乐一起小声哼唱：萤火虫点
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
地望……

你瞧，在霓虹灯点亮的夜空下，成百上千人的长龙步
调一致，整齐划一，犹如春风十里、杨柳依依，那绝对是赏
心悦目快事呀。

一座城，都在向和谐健康文明快乐进发。
舞步的创始人于继承老师，身为体育系毕业的他，骨

子里本身就有着极强的运动细胞，他编排的快乐舞步简
单易学，融合了秧歌、体育、舞蹈、健美操等多种运动形式
和现代时尚元素。一切，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而很多
都是寻而不遇；而很多遇而不足。人生的况味与苦恼就
隐匿于此。飞鸿雪泥是好文章之风骨；和谐健康文明快
乐是宜居城市精神之状貌。

如果你是佳木斯人，出差到冰城，到南京，到北上广，
甚至到不是沿海也不是大城市，在某一个小区的清晨或
是傍晚，三五之人，感觉形单影只，但怜爱中风致有加。
在优美旋律中，在魔光幻影中，移身可爱滑稽的弹簧步，
你的骄傲之色不觉于形。

快乐舞步是佳木斯向祖国各地开出的和谐健康文明
快乐之花。小舞步，大舞台。邻国以及大洋彼岸的外国
友人也都学习起了东极之舞。他们融合了爵士舞的风
格，演绎得别有韵味。

寒暑易节，我在佳木斯生活了近二十年，身习舞步近
五年，在昂首挺胸、横平竖直、干净利落的动作间，在动感
十足的韵律中，不断蓄积能量之时，还原一个真情真善真
美的自我，由衷感觉日子越发充实而悠长，心存美好。

还等什么，来吧，来东极佳木斯吧，邀一场东极之舞，
让快乐跳起来，幸福舞出来！

夜色中，在伸、拉、踢、转，举手投足的碎步

间，一队人合着动感的旋律身姿挺拔地起舞，这

就是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的场景，如今已经

成为城市一种文化娱乐的休闲方式——

东极之舞
□朱宜尧

多年前，第一次逊克之行，使我
对这个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北疆小
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有幸
去逊克县几家工艺美术品厂参观访
问，使我见到了那美轮美奂的玛瑙
工艺品。这些厂的设计师们设计的
玛瑙工艺品造型别致、制作精细、匠
心独运而使我眼界大开。

逊克县之所以发展起玛瑙工艺
品事业，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玛瑙资
源。逊克县宝山乡名副其实，地下埋
藏着无尽的“宝”。1978年，在宝山乡
发现了一座玛瑙富矿，在长 20公里、
宽 5公里的范围内，蕴藏着丰富的玛
瑙矿石，块大色美，经专家鉴定，为玛
瑙中的上品，于是，称宝山乡为“玛瑙
之乡”，逊克县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玛
瑙石主产地。一时间，宝山遍布寻宝
人，逊克荡起玛瑙加工热潮。宝山乡
玛瑙矿汇集了各路开采者、贩运者，
很多人因做玛瑙生意而致富。在开
采中，说不定谁就采到一块珍贵的水
胆玛瑙和大块玛瑙。齐齐哈尔市一
家工艺美术厂曾用水胆玛瑙加工出
一件艺术佳品，获国家大奖，这件玛
瑙珍品就出自宝山。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宝山乡宝山村一个叫刘平
西的农民，就挖得一块近 200斤重的
巨型玛瑙石，价值 2000多元，若是在
今天，恐怕价值要翻数倍。上世纪80
年代，在逊克县城，到处可见玛瑙加
工厂，多时达七八十家。产品销往北

京等大城市，这些城市的珠宝玉器店
里，逊克玛瑙工艺品堂而皇之地摆上
了柜台，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广泛欢
迎。在黑河俄罗斯商品街，有几个专
卖逊克玛瑙饰物的摊床，很受中外游
客的欢迎。

我国被称为“玛瑙之乡”的还有
内蒙古、辽宁等省区的几个市县。在
内蒙古北部的戈壁滩上，有一个面积
约 6平方公里的玛瑙湖，在像飞机场
一样平坦的湖底，布满了玛瑙，堪称
奇观。辽宁省阜新县十家子乡，由于
玛瑙资源丰富，设立玛瑙大集。座落
在库尔滨河畔的逊克县宝山乡，所产
玛瑙石晶莹、鲜艳，以红色居多，被誉
为“北疆红玛瑙”。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等
因素，逊克县的玛瑙采集和加工业风
光不再。这个时期，我曾到逊克，原
本打算去看玛瑙石矿，主人告诉说，
没什么可看的，不如前些年红火了。
我说去看民族工艺美术品厂，得知该
厂由于销路不畅，也很少加工了。听
县领导介绍说，他们绝不甘于现状，
要想法重振玛瑙加工业的雄风。宝
山乡加强了资源的有效管理，制止乱
采滥掘，并鼓励有识之士前来投资开
发。县委、县政府重视资源开发、加
工，积极扩大宣传，使逊克玛瑙被更
多的人了解。县领导带领有关人员
南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拓逊克
玛瑙市场，拓宽销路……

我想，曾经获得过轻工部优质产
品奖、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和优
秀创作设计奖等省优、部优、国优荣
誉的逊克玛瑙工艺品，一定能重新放
射出夺目的光彩！

今夏再去逊克，感受到了这个北
疆红玛瑙之乡的新变化，逊克人把宝
山出产的玛瑙称为“北红”，区别云南
出产的玛瑙“南红”，要致力打造出逊
克玛瑙的“北红”品牌。同学在县里
某部门任职，他多次南下考察、招商，
推动逊克玛瑙的开发、销售。这次到
逊克，他正忙于接待几位从北京来的
专家，逊克县正举办北红玛瑙交流座
谈会，莅会的有国家级玉雕大师、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教授等专家学
者，共同品鉴逊克玛瑙，为发展逊克
北红玛瑙产业支招把脉。

为了推动玛瑙产业的发展，县里
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就定名为《红玛
瑙文学》；县里每年还举办红玛瑙艺
术节，努力打造特色节事活动品牌。
还举办玛瑙原石拍卖会，在产地宝山
乡举办玛瑙大集。逊克人正为红玛
瑙之乡的美好明天，精心描绘。同学
跟我说：2014年，逊克红玛瑙地理标
识获国家批准。逊克玛瑙雕刻技艺
也成为黑龙江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2016年 5月，逊克县建设
的玛瑙文化产业园一期工程正式竣
工并投入使用。

同学忙着陪同玛瑙专家，其夫人

陪我们去看了几个玛瑙加工销售的
门店，还逛了玛瑙大市场，我们一行
人也都买了一些玛瑙配饰等产品。
逊克街头的玛瑙门店还是那么多，有
些店，我十几年前来访时就有，现在
还依旧开张着。

如今不光这些门店，县里还开了
几处玛瑙专业市场，推动北红玛瑙交
易，北红玛瑙正向产业化之路迈进。
北红玛瑙，点亮北疆小城人的梦境，
生活变得熠熠闪光。

北疆逊克，被玛瑙之光映红的小
城，前景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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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离 我 家
门口不过五六
百步，敞开门就
能看见蜿蜒而
来 的 呼 兰 河 。
躺在床上，也能
听见河水欢快
流动的声音，我
常常枕着它的
歌 声 香 甜 入
眠。河水的声
响宛若悠扬的
琴声，从远处飘
来，又向远方飞
去。它是家乡
的母亲河，是我
生命中的骄傲，
也是引以自豪
的风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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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鸟翔集呼兰河。

北红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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