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物

更
多
内
容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妙
赏
频
道

副
刊

2022年8月22日 星期一

8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hljrbbsc@@163163.com.com

凤鸣公园标志性建筑：凤
鸣朝阳。 佟金萍摄

北方的盛夏也是酷暑难耐。听说，
距离黑河市区 30公里爱辉镇欢洞村新
开辟了 35 亩的荷花塘，于是，8 月的一
天，我和几个老同学相约去欢洞村赏荷
花儿。夏天的热浪虽然热得叫人喘不气
来，可是，夏天的荷塘却是另一番景象。
7月正是荷花开得最艳的时节，荷塘里，
绿油油的荷叶密密匝匝地一片叠着一
片，像一个巨大的千层饼，那碧绿的颜色
让人流连忘返。

一朵荷花从荷叶中挤出来，舒展着
自己嫩绿的身躯。有的还是花骨朵，有
的才开两三瓣花瓣，有的花瓣全开了，露
出黄色的小莲蓬。荷叶上来了不少朋
友，有蜜蜂、蝴蝶和蜻蜓，蝉在树上“知了
知了”地叫着，还有一群白鹅在荷塘里悠
闲地游着。远远看去，荷塘边，那些低矮
的柞树和白桦树，组成了一堵绿色的围
墙，紧紧围着 35亩荷塘，柞树和白桦树
与荷塘遥相呼应，荷塘里倒映着蓝天白
云。一阵风拂过，一池塘的荷花、荷叶，
随风舞动，好看极了。荷花绽放着笑脸，
像是欢迎我们的到来。

荷塘映着往事，往事飞进思绪，思绪
推开记忆的闸门。我们坐在荷塘边休闲
广场的凉亭下，你一言我一语开始回忆
与欢洞村的一段情缘。那是 1976年 10
月份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初中两个班
级 100 多个 13-14 岁的学生，带着用麻
袋装着的简单行李，坐着解放牌敞篷汽
车和农用28型大轱辘车，一路欢笑一路
颠簸，来到未知农村啥样的爱辉镇欢洞
村社会实践一周。

眼前的欢洞村已是 46年前的升级
版。我们正聊着回忆着，遇见一位本村
的老乡，于是，我们和老乡攀谈起来。老
乡今年76岁，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老
乡说：“46年前他才30多岁，正是意气风
发浑身干劲的农家小伙子，现在老了背
都驼了”，老人家还能记起我们每天到生
产队的集体食堂吃饭。那时候，两个班
级百十来号人吃饭，人多食堂饭菜做不
过来，有时蒸的馒头发酸难以下咽。出
发之前，老师向我们强调了各种纪律，到
村里的第一天晚上，一户农家老两口给
分配到他家住的 5个女同学蒸了倭瓜、
土豆、玉米，同学们馋坏了可不敢吃，怕
老师知道了批评她们。老两口说：“你们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累坏了，这是我们
自个家园子里种的，不是生产队的，吃
吧。于是，同学兴奋地吃了起来”。

进村儿里的第二天，我们领到的农
活是掰玉米。吃过早饭，男女同学站成
两排喊着口号唱着歌走到地头，然后，老
师把我们分成几人一小组，生产队有人
教我们掰玉米。10月深秋的时节，天气
一天比一天凉，头两天干农活，觉得又新
鲜又好奇又有干劲，到了第三天我们有
点干不动了……

过去欢洞村我们脚下走的路是坑坑
洼洼的砂石路，现在，变成了鲜花、绿树
环绕着的一条条整洁的乡间水泥路，路
两旁安装了路灯。过去的土坯房都换成
了整齐化一蓝瓦盖白色墙面的砖瓦房，
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小院里的压水
井已成为人们参观的“文物”。46年前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一周
的劳动生活让我们赶上一次电影公司来
村里放露天电影，当时放的影片叫《英雄
儿女》。还记得散场后天很黑，村里也没
路灯，有的女同学急得找不到家吓得直
哭。现在，村里家家户户安了有线电视
和固定电话，连老年人都使上了智能手
机，村里还建有 240平方米的文化活动
室，村民们休闲时唱唱歌、跳跳广场舞、
扭扭秧歌。46年前欢洞村的模样已经
找不见了，眼前是省级生态村绿色景观
的样子。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欢洞村 35亩荷花塘在一片无穷的
碧绿之中。它的别样红是王肃烈士和他
的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染过的这片黑土
地；它的别样红是曾经的我们，挥洒青春
年华成长的记忆；它的别样红是绵延着
欢洞村欣欣向荣火红的岁月。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无论是前世的
“獾聚洞”，还是今生的“欢洞村”，已今非
昔比。35亩荷花塘已然成了欢洞村的
一张新“名片”，而我们的心里永远住着
风吹麦浪香、豆荚嘎嘎响、玉米糯四季、
林草皆茂盛、水源也丰沛、烟火气息浓的
欢洞村。

映日荷花
别样红

□王月梅

大庆时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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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是从荒原上的“干打垒”中
破壳而出的石油城，同时也是一座新兴
的移民城市。这里没有大都市那么繁华
的商业圈，也没有古色古香的老街旧宅。这
座号称百湖之城的城市，在它冷峻的工业质感
的外表下，还具备着湿地草原的自然禀赋，同样
充满着浓浓烟火气的慢时光。

所谓“烟火气”，其实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
气息，不外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最能体现烟火气的就是当地的饮食。
受湿地草原文化、站人文化和渔猎文化的熏陶，
大庆这座城市，升腾着不一样的烟火，演绎着不
一样的生活。

大庆市地处黑龙江与内蒙古的交界地带，
辖区内就有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所以大庆
人的饮食颇受蒙古民族的影响，在这座城市的
大街小巷，吹拂着来自大草原的风，飘散着手把
肉、烤羊腿的香味。

几年前曾去过一家蒙式餐厅，门面装修成
蒙古包的一角，大厅里回旋着悠扬的马头琴声，
还有盛装的蒙古族艺人，在席间载歌载舞，敬献
哈达。食客们在醉人的音乐声中，大碗喝酒、大
口吃肉，领略热情奔放的蒙古族风情。待酒过
三巡，人们放下芥蒂，坦诚相见，顿觉心胸如草
原般宽广，仿佛骏马脱缰，俗世的烦恼都在酒杯
的碰撞声中烟消云散了。

在距市中心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南部郊野
中，隐没着一条崎岖的古驿路。三百多年前，清
朝政府沿着这条路线设置了驿站和站丁。随着
历史的演进，驿站早已完成使命，站丁也早已归
籍于民，但站丁的后裔，至今还保留着祖先的饮
食习惯。

记得有一次，我随朋友去站人后代的家中
做客。除了常见的东北菜，女主人还精心烹制
了一道猪血豆腐。这道菜显然借鉴了东北杀年
猪灌血肠的习俗，虽说食材普通，做法简单，但
吃起来口感更加鲜嫩蓬松，香而不腻，回味绵
长，堪称站人饮食一绝。一块猪血豆腐，不仅是
站人生存智慧的结晶，更是站人与当地原住民
文化融合的见证。

除了猪血豆腐，站人美食还有头台马肉干、
粘豆包、渍油饼等等。如今，这些便于保存和携
带的驿路干粮，经过现代化的真空包装之后，被
推送到大型超市的货架上。当我们乘坐飞机或
高铁，一边吃着驿路干粮，一边想象着我们的祖
先，驿路快马，星夜兼程，会不会产生穿越时空
的错觉呢？

大庆市下属的
肇源县地处松、嫩
两江左岸，江畔人
家多以打渔为生，沿
习着传统的渔猎文
化。新鲜的渔获保证
第一时间就出现在城区
的各个集市，为城市增添了
欢蹦乱跳的活力。那略带咸腥
味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肇源江鱼，品种极为丰富，“三
花五罗十八子”应有尽有。而“三
花”中的“鳌花”，就是大名鼎鼎
的“鳜鱼”。“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的美
味，早在唐代就随着张志和
的这首《渔歌子》不胫而
走，名扬天下。

城市街面上最显眼
也最多见的牌匾就是肇
源江鱼馆。周末，邀三五
好友，去肇源江鱼馆品味
舌尖上的“唐诗”，是大庆
人颇为流行的休闲方式。
吃鱼不能像吃肉那样大快朵
颐，需要小心翼翼，慢条斯
理。举箸指点江上烟波，倾杯
笑看渔舟唱晚，在唇齿间玩味

“欸乃一声山水绿”的意境，尽情
过一把渔翁之瘾。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幸福不
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精彩瞬间，而是一粥
一饭一饮一啄的细水长流。有人向往高
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有人向往淡
泊宁静的世外桃源。而我
更喜欢这座平凡而温暖
的城市，喜欢在这人
间烟火中尽享那些
慢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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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东方既白,清晨
信步在凤鸣公
园，我总是不由
自主地想起毛主
席的《清平乐·会
昌》：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踏
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是啊，家乡汤原
县的凤鸣公园，
堪称主题公园之
典范，它既突出
了绿色生态主
题，又充满红色
文化浓郁的气
息，已经成为当
地人休闲度假的
温馨港湾。凤鸣
公园旧址原来是
废弃的泡泽地，
如今却是汤原的
后花园。它位于
县城南部，距中
心广场不到两公
里，占地面积三
十多公顷，始建
于2008年，历时
五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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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正门高大恢弘，造型奇特,“凤鸣公
园”四个红色大字镶嵌在门柱上；园门上方
有汤原首字母“ty”缩写，匠心独具构思奇
巧。一走进凤鸣公园，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亭台错落、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无论
你走在桥栏之间，还是静坐葡萄架下，都会
感觉到一种与众不同的美。过了正门，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和谐桥。此桥三拱连环，青石
桥身，桥栏上有石柱百余根，石柱中间有十
二只小石狮子乖巧可爱，让人心生欢喜。

桥下的水引于汤旺河水，白鸭在水中嬉
戏，再看那莲蓬立挺，惹人喜爱。每年七八
月份，荷塘里数以万计的荷花竞相开放。不
由得让人想起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
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凤鸣荷塘可媲美
于西湖美景，引来无数的蜜蜂起舞，更引来
众多摄影爱好者纷纷拍照。

荷花盛开，让人心向美好；池水清澈见
底，成群的红鲫鱼游来游去，老人孩子们围
在桥栏前有的投饵，有的观看，伴着水面涟
漪迭起，引得大家不断地发出惊呼。

穿过和谐桥，就来到健身广场。这里安
装了各种健身器材，整个园内健身器材有二
百多套件，我最喜欢荡秋千，那种自由自在，
那种无忧无虑填满整颗心，一刹那回到童
年时光。

健身广场南面就是球场。球场内有篮
球场地、网球场地和排球场地，场地是塑胶
地面，场外还有乒乓球场地，喜欢运动的人
身影如驰骋疆场，每年这里都承办多场赛
事，生命的活力淋漓尽致地展现。

和谐桥向前右转就是你在别的公园绝
没有见过的大型婚庆广场，近两万平方米
的空间布局，主色调为大红色，充满了爱情
的浪漫，看着就格外地喜庆，那新颖别致的
剪纸、结婚纪念日、双喜临门、同心锁、心心
相印等设计深受青年男女喜爱，还有人总
是不忘跑去作为装饰品的钢琴前演绎深情
一曲，尽管是摆拍，但我相信按下琴键的一
刻，手指触碰的一定是心底最柔软的音符。

婚庆广场的西侧有亲水台阶和大型取
景台，还有各式古香古色的凉亭，浑圆大柱
围着亭榭栏杆，龙凤呈祥的屏风让我们有穿
越之感，如果执扇，定有吟诵古今的精妙。
再往西挨着的就是森林氧吧，穿过林荫小
路，西侧是花海，我们再也不用东奔西跑上
别处看花儿，眼前那片片红的、黄的、紫的花

儿……阵阵香气扑面而来，足以陶醉春秋冬
夏。

从花海绕出来，也就是婚庆广场的南
侧，就是凤鸣宝塔龙兴塔，远眺高大，近览雄
伟，要是晚上来看，如入仙境。从南面登上
去，绕过青砖雕砌的听风阁，往宝塔上攀登，
似有风声传入耳畔，不觉升起敬畏。此宝塔
一共有七层，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是整座公
园中最抢眼的建筑。每次伫立在塔前，我总
是想起《西游记》中的玲珑宝塔，想象塔中也
有一位手执拂尘炼丹的老神仙。再往前就
是九曲连环桥，桥下有芦苇、香蒲等，过了拱
桥，便是孩子们的乐园。往回转，我喜欢经
过四个红柱子撑起的“兴原阁”，顾名思义，
有兴旺汤原之意。

沐浴着清晨的阳光，不知不觉来到了
“凤鸣朝阳”，这是凤鸣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凤鸣公园毗邻东凤鸣和西凤鸣两个村儿，公
园坐落于此，我想，凤鸣公园也因此得名吧。

从小我就听老辈人讲过，凤凰是一种神
鸟，据史料有记载：凤凰，亦作“凤皇”，古代
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

“凰”，总称为凤凰，常用来象征祥瑞，自古就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凤鸣朝阳的主体为一只展翅欲飞的金
凤凰，“金凤凰”为锻铜铸，它翘首亮翅 ，巍
然矗立于公园的中央。金凤凰迎接着晨曦
第一缕朝阳，它引吭高歌，凤鸣九天。公园
以凤凰为标志，代表了汤原二十四万百姓追
求幸福、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我想也从更
深层次上预示着，我们大美汤原一定会像金
凤凰振翅一样，蓄势待发，不鸣则已，一鸣则
惊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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