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渐热，朋友提议去边境黑河瑷珲
体验野餐、露营、看星空的乐趣，早就听说
黑河市瑷珲乡野公园别具风味，心动不如
行动，我们马上就踏上了瑷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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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到达南饮泉、北饮泉，这是世界上
最好的冷矿泉，机会难得，既来，怎么可以
错过？何况，这特别的圣水，只可尽情喝，
却带不走一滴，因为，不经特别处理，时间
稍久就变质。在安装了自来水龙头的南饮
泉前，接上满满一杯，一饮而尽，虽然对冒
着气泡的圣水那特殊的口感还不能适应，
但清凉感却直入心底。在北饮泉，又“豪”
饮两大杯，然后让一个装满矿泉水的肚子
背着热情不减的心灵，穿梭在一片青青苇
塘的栈道上。一根根绿色的苇子，如一支
支利剑，直指蔚蓝天空。如果一声令下，是
什么阵势？简直就是壮观！苇塘尽头，深
藏一片明净如处子的小瀑布。飞快过去，
弯下腰，贪婪地掬一捧捧清亮柔软的瀑布，
擦洗挂在酷热阳光下渴念的脸，真是妙不
可言。

走到大街上，放眼看去，随处都是秃脑
袋和皮肤黝黑通红的大胆裸腿，这是因为
泡药泉水能够让秃头顶重新长出头发、能
够让皮肤病逃跑、能够让风湿彻底败北。

攀上老黑山，去亲近世界上最完好的
火山口，通往山顶的路有南北两条，南坡陡
峭，北坡相对较舒缓。从南坡的路拾级而
上，越攀登越觉得气喘如牛，后来几乎弯腰
曲背地对老黑山一次次地顶礼膜拜，正是
名副其实的“爬”山了。几乎每个人，都不
由自主地用裤脚一点儿一点儿地扫着石阶
梯上的草叶儿前行，还得时不时地让两边
的树木拉一把。遍布山坡的苔藓和地衣，
干净得如在清水里刚洗过的地毯，仿佛随
时等待接纳攀登者躺下来小憩。大约经历
一个小时的挣扎，终于登上海拔 515.5米的
山顶。原来，外观雄浑厚重而林木蓊郁的
老黑山，竟是个巨大的空壳儿，环绕着一个
褐色的上口直径350多米的大漏斗，如一只
巨大之口，力吻着头顶的蓝天，也像漏斗里
装满了蓝天。再也不难想象，路遇的那些
火山石是怎样被它喷射到四野上的了。在
经过科学设计和修建的人行道旁，随处可
见形象逼真的火山锥、火山蛋等火山奇
观。火山口的东和北两面，分布很多植被，
最多的是火山杨，几乎没有树身笔直的，看
来永远成不了材，却依然令人起敬：它的根
不是长在肥沃的泥土中，而是夹在火山石
的缝隙，既缺可把握的泥土，又缺少可供生
存的水分。它的叶子都很瘦小，比不了普
通杨树叶的肥厚和水灵，看起来，那一片片
绿叶，似乎很干燥，像用没有水分的颜料画
在树枝上去的。这是火山杨保存生命水源

而对自我的毅然超越。
领略过火山口，从北坡依然逼仄的台

阶亦步亦趋地下山，然后踩着“嘎吱嘎吱”
响的松木栈道，来到老黑山脚的苍茫石海，
透过绿色丛林，远远望去，一片黑色的大
海，正黑浪滔天地向视野涌来！近了才发
现，一眼看不到边的黑海浪花如堆积的煤
炭，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耳边仿佛正滚动
震耳欲聋的黑色波涛的轰鸣声，不禁再一
次联想起康熙间火山爆发红色岩浆喷发
时，那气吞万里的壮景。

喝足矿泉水，看饱火山口和石海，顶着
灼热的阳光，双脚量过九曲十八弯的石塘
栈道，低头进入仙女洞，猛然发现真是洞里
洞外两重天，温差至少三十度，刚才还是热
汗淋漓，一进来，就像掉进冰窖，感觉“刷”
地一下就是一个透心儿凉。身体有些发
抖，可因为对仙女好奇，还是一步三滑地来
到洞极端的仙女塑像前，又不禁沉浸在发
生仙女身上的美丽故事里了。

从仙女洞出来，乘车前往藏有冰洞的
那座山林。冰洞停车场，四周围着绿色松
林的这个宽敞的空间，飞舞着一群一群黑
色大蝴蝶，阵势可以用铺天盖地来描述。
原来是罕见的阿波罗奇袭蝶儿，名字就很
神奇，好像天外来客。还在望着眼前呼呼
飞舞的奇袭蝶遐想，伙伴儿叫我快去参观
地下冰洞。地下冰洞是一个营林工人发现
的，专家分析它依然是当年火山喷发时的
产物。为观赏方便洞里增加很多人工痕
迹，但依然淹没不了它的独有神韵。进得
洞来，但见满洞壁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熔岩，
有的如倒悬的霜花剑，有的如一只只巨大
蜂巢，粘附在洞的顶或两侧。最明显的则
是霜花遍布，晶莹洁白。洞内的姿态各异
的冰雕，在彩色的灯光照耀下神奇而神
秘。置身其中，零下五度的气温，让人神清
气爽。若不是从地面上而来，谁能够知道
自己头顶的地面上，正是炎炎的盛夏？

从这个神奇的洞里返回人间，已是返
程时刻，尽管，还有很多奇景来不及观赏，
比如，水从东往西流的五大连池相连的五
个池子、火山湖里的倒鳞鱼等，但依然很知
足。毕竟，已对五大连池火山奇观有了一
个管中窥豹式了解。

归途上我还在想，火山喷发缔造了如
此多的奇景，为当地人民带来实惠的同时，
更为华夏子孙乃至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本生
动的火山地质教科书，必然越来越受到世
人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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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野，就是所有的风景都是原生态，江
里的风景在岸上，岸上的风景在江里，最可爱
是山峰倒影，几分朦胧，几分清晰。江面渔舟
点点，从山峰倒影的画面上流淌过来，真有“分
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意境。沿
途的草地野花烂漫，牛羊悠闲地吃草，几只小
鸟飞过天空，“养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
意就在眼前。

在瑷珲乡野公园，中国瑷珲国际汽车营地
无疑是最耀眼的明珠，“躺着看星星，推门即日
出”，是所有“山系生活”游客的向往，而能体验
五星级“野”宿的瑷珲国际汽车营地则圆满解
决了游客自驾露营的体验。

在汽车营地，露天帐篷区是当之无愧的
“最受欢迎营区”，没有之一，这里有 8间造型
各异的“星空帐篷”，仅仅听到名字，就令人惊
艳。走进最近的一个，拉开窗帘，落地玻璃外
边就是草地。欣赏着优美旋律的民谣歌曲，眺
望着落地窗外优美风景和壮阔的黑龙江，静听
潮起潮落、慢看云卷云舒，甚是惬意。

其他帐篷的造型也很别致，哆啦A梦的橘
色帐篷，画面逼真，极具生态感，4个落地玻璃
全景天窗的帐篷，保持着原生态，躺在帐篷中，
看着天空云卷云舒，周围没有城市的喧嚣，仿
佛置身于大自然中，这种新奇体验令人十分享
受。

如果不想被房屋束缚，房车营地则是最佳

选择，硕大的一片草地中，早已划出了停车的
位置，房车营位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行式房
车营位，另一种是拖挂式房车营位，每一个汽
车营位都有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系统和智能
化的充电设施，可以充分满足游客的需求。

在瑷珲“露营”，最撩人的时候是在夜晚，
瑷珲的夜，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夜，星光稀疏，
夜色朦胧，旷野里蛙声一片。在河边、在地头、
在我们的头顶，群萤飞舞，让人眼花缭乱，不由
得你去追逐戏玩。夏天，抓几只流萤到玻璃
瓶，到了熄灯睡觉的时候，把瓶子放在床边，看
瓶子里的光一闪一闪，心立刻就萌化了。

与流萤轻舞的精妙相比，聆听夏夜蛙鸣也
是乐事，夏日的营地，清风送爽，青蛙呱呱，吠
鸣如歌，这歌声是爱的吟唱，也是琴瑟和谐的
音韵悠扬。在月光流淌的夜晚，温柔的月光一
不留神倾泻下来，活脱脱地摔在地上，没有疼
痛的呻吟。此时，静静地沉淀躁动或芜杂的
心，竖起耳朵倾听，这动与静默契地融和的天
籁，绝不逊色于任何人间美景。

久居城市，光怪陆离的霓虹充斥了夜空，
萤火虫踪影难觅，那份乡间情趣和不羁的心境
更是稀有，在黑河的瑷珲乡野公园，村中有景，
景中有村，这种厚厚的乡情、浓浓的野趣，让心
灵彻底得到放松，这乡野天籁是人间最美的风
景。

本文摄影高世凡

在家乡小园的蔬菜中，我最
喜欢的是豆角。青青的豆角架是
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最诱人的一幅
画。在最炎热最美丽的季节里，

一架架密密的豆角秧像一堵绿墙，高高
地映衬着其它矮棵的果蔬，如茄子、西红柿、辣椒、香
瓜、大头菜等等。

最喜欢那一架青青的扁豆角，一身绿油油的带
着绒毛的叶片，每一片叶片都呈现心字形，一片片饱
满的盛满爱的心。绿叶间点缀着点点繁花，那纤细
繁密的星星点点的花像眼睛像星星在风中眨眼，弯
弯的豆角由绿豆芽般大小长到手指般大小，如一弯
弯新月，如少女好看的柳叶弯眉。那一架架青青的
弯弯的直直的扁扁的鼓鼓的长长的短短的豆角，是
我童年果腹的食粮，是我童年精神的眷恋。

童年的记忆有多少珍贵的画面和豆角有关。久
已逝去的姥姥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她穿着青褂子在障
子边摘豆角的身影，姥姥家里最诱人的气味就是那
柴火炖出的一锅豆角的味道，绿色的豆角里有面面
的土豆，还有那帘子上蒸着的满满一盆捞小米饭，一
家人围坐在小炕桌边，舅舅姨姨们风卷残云般顷刻
间将小米饭干掉，将豆角吃光。那个时刻，姥姥一家
的生活留存在我记忆中的是满足，是富有，是丰盛的
夏季的馈赠。而其它季节只能是咸菜疙瘩蘸大酱的
饥饿的贫穷记忆。

在姥姥种的菜园中，豆角是占很大面积的，前园
子有，后园子有，单独成架的有，玉米地里有，篱笆边
也有。而且这种种植特点也遗传到我母亲身上，并
且在我父亲身上发扬光大。

我童年的记忆，春天对于姥姥来说，那可是最难
熬的季节，也是最能埋下希望的季节。那希望就来
自于锅台边炕头边那一小碗等待发芽的豆角籽，那
些种子也许是姥姥精心挑选留下来的，也许是东西
两院邻居家要来的。姥姥念叨着说，这块地要种点
大马掌，那块地要种点秋胖子，障子边要种点豇豆
角。豇豆角是豆角家族中的另类，长得细长如长长
的女人的发，成熟的季节丝丝缕缕地垂落下来，炒着
吃，用油炸着吃是很香的，放上辣椒来炒更是有一种
绝佳的味道。

瓜菜半年粮，在豆角成熟的季节里，姥姥每天是
最有精神头的。她矮小的身材在豆角架中隐藏，炖
半锅豆角，让家人吃饱是这个家庭主妇最大的欣
慰。也许在她一生贫穷的记忆中，吃上豆角放几片
腊肉，是最奢侈的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
国大地时，姥姥便离世了。她一生没有享到福，临终
遗言是，啥时候能可劲吃大米饭，可劲吃豆角炖五花
肉，我就知足了。

母亲将姥姥的豆角籽精心保留下来，每年在园
子里种上各种各样的豆角，母亲常常念叨，你姥姥最
喜欢秋胖子，秋胖子豆角也叫弯弯黄，炖出来好吃，
肉质细腻，豆豆面乎，吃多少不腻人，而且抗饿。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晒豆角丝。
她摘满一筐青青的豆角，在树下找一处遮荫的地方，
一边和左邻右舍的大娘大婶们说说笑笑，一边切豆
角丝。用来晒菜的豆角一定要鲜嫩，不能过老。母
亲一把一把抓起碧绿的豆角，然后一刀一刀地切丝，
切出的豆角丝均匀摊开，放在盖帘上晒阳光，经过一
天的暴晒，豆角丝便干爽了，晚上收菜，带着阳光的
味道，带着青菜的清香。豆角丝要留着冬天里吃，用
豆角丝炖五花肉，用豆角丝炖排骨，那是百吃不厌的
搭配。姥姥如果再活二十多年，一切奢望都不是奢
望，大米饭，豆角炖五花肉，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时光从 20世纪 70年代跨越到 21世纪 20年代，
如今我的家乡在蔬菜种植上大做文章，家乡依安县
培育出紫花油豆角，成为全国著名的紫花油豆角之
乡，一亩园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件法宝。家乡的
紫花油豆角真是豆角中的佼佼者，黑土地给人类的
馈赠，豆角秧生长茂盛，抗病力强，豆角个顶个的大，
又宽又长，通体碧绿，肉厚多汁，口感水灵，紫花油豆
角炖排骨是款待四方宾客的佳肴。紫花油豆角包装
成袋，远销全国各地，成为县城经济收入的一大来
源。

我有种感觉，紫花油豆角似乎是我姥姥当年种
的叫大马掌豆角的品种改良。如今，姥姥当年的奢
望都变成了现实。青青豆角，在黑土地上熠熠生辉，
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助力县域经济腾飞。

豆角青青
□邢占双

东北油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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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驰 名 中
外 的 五 大
连池火山奇
观神往日久，
今夏终于成行。

透过车窗不
时看到，远处不同
方位的一座座淡蓝
微灰的浑圆状火山，
如一幅简笔画点缀
在蓝天和碧草之中，
很是奇特。在地面上
虽看不到其排列特点，
却看得清它们的轮廓
的确大同小异。道路
两旁的田野，绿油油的
庄稼，已给土地穿上新
衣，可依然掩盖不住这
一块那一块的火山石。
黑黑的特别石头，如一
颗颗黑珍珠，不均匀地镶
嵌在绿色的田野上，造就
了 一 幅 极 其 特 别 的 画
卷。散落的火山石，是火
山喷发时炽热的岩浆喷
发形成的，据《黑龙江外
记》记载，“墨尔根（今嫩
江）东南，一日地中忽出
火，石块飞腾，声震四
野越数日火熄，其地遂
成池沼，此康熙五十
八年（1719）事。”当
年那场奇观，该是
如何的巨力爆发
呢？从离火山口
如此遥远的田
野 上 的 飞 来
石上，可略
见一斑。

奇

瑷珲乡野的柔软时光
□邱小平

稻禾飘香、花红柳绿，从黑河市区出发，公
路沿着黑龙江边行进，一路皆是风景，如果说
黑龙江是一条绿色的丝带，那么G331国道就
是这条绿丝带的银边，跟随大江一路蜿蜒。坐
在车上，看着游艇沿江逆水而上，在水的影子
里，山的弧光里，瞅见如梦似幻的风景，黑龙江
亦如一条绿色的绸缎，不知被天宫的哪位仙女
遗失，飘落人间，逶迤千里，一幅幅自然写意的
山水画，秀成了如今这“百里画廊”。

瑷珲乡野公园是黑河市爱辉区最大的公
园，沿着331国道路出黑河市区，就已经进入了
公园，公园纵贯瑷珲镇，一直延伸到坤河乡的富
拉尔基村，有45公里的距离，大界江、大森林、大
湿地、大民俗，还有特色雕塑、休憩公园、特色村
寨点缀其间，形成生态文化景观带、漫游带，营
造出曼妙田园生活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