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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如镜秋江水，高岸霜林对紫阳。
北国金秋，黑龙江迎来最美的丰收季节。

五花山色，赏尽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万亩粮田，
装满中国饭碗，中华粮仓。黑龙江，源远流长，
苍茫辽远，孕生古老文明，哺育龙江儿女。大河
奔流，汹涌澎湃，一路向前，淘尽风流，书写下中
华文明光芒璀璨的龙江篇章。

由《黑龙江省情概览》编委会编纂的《雄鸡
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情概览》恰在此
时付梓面世了，这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情。这是龙江史志部门和史志工作者服务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创新之举，是文献资
料与人文精神的双重载体，是全省文化建设
与史志研究宣传的双重成果，对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提升黑龙江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
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唯有
了解黑龙江，才能走近黑龙江，才能读懂黑龙
江，才能品味黑龙江。

这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长河沃土，孕育
文明。早在距今两万多年以前，远古人类追随
猎物由华北平原进入黑龙江大地，在这片肥沃
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点燃了又一簇华夏文明初
兴之火。此后，黑龙江流域各民族保持了与中
原王朝的密切往来，在不断的文化撞击中，相互
影响、相互渗透，使黑龙江流域文明成为华夏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肃慎、东胡、秽貊放牧制陶朝贡矢砮，
在此定居；魏晋之际，拓跋鲜卑挥戈南下统一中
原，从此出发；盛唐时节，渤海国效法唐制雄踞
东亚，于此定都；宋辽之末，女真人擒耶律掳徽
钦，向此而行。直至清廷为抵抗沙俄侵略，在此
设立黑龙江将军，终以大河之名定格了这片土
地的浑厚记忆。

这是一片永不屈服的土地，以血御侮，不胜
无归。迨至清末，国势日衰，沙俄觊觎日久，日
本狼子野心，列强纷至沓来，黑龙江与整个国家
一样，陷入了被践踏被凌辱的境地。黑水滔滔，
如诉如歌，激荡出一波又一波不屈的巨浪。从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沙俄侵略东北再到日俄战
争，黑龙江人民每战必与，从未屈服。特别是在

长达 14年的抗日战争期间，黑龙江人民奋起反
抗，不惧强敌，舍生取义，顽强苦斗，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
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嫩江
畔，打响了有组织、具规模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黑土地，战斗着勇冲锋、敢牺牲东北抗联的钢
铁汉。跃马雪原，鏖战林海，赵尚志、李兆麟、
赵一曼……无数的英雄在这里建立功勋，无数
的将士在这里浴血疆场。他们，镌刻了这片土
地的不朽丰碑。

这是一片胸襟开阔的土地，不择细流，终就
其深。每一个到过黑龙江的人都会被黑龙江人
豁达开朗、热情似火的性格所感染，而这种流
淌在血液里的精神特质，深深扎根于这块土
地。流放宁古塔，是无数清代文人的梦魇，而
真正居留于此，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凌虐，而且
受到当地军民的礼遇和照顾。黑龙江的热情
接纳，让流人们倍感欣慰，他们吟诗著文、开坛
授课、参赞军机，发挥出人才的巨大能量，极大
地推动了黑龙江社会发展、文化兴起、教育启
蒙。清代晚期，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来自各
国的人流、资本、技艺大量流入黑龙江，开辟商
埠，修建工厂，建设市政，兴办学校，发展金融，
哈尔滨等现代城市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国际
性商埠。20 世纪初，先后有 33 个国家超过 16
万外国侨民居住工作在哈尔滨”，19个国家在
此设立领事馆。与此同时，随着柳条边禁的逐
步瓦解，数以百万计的关内流民将最终落脚地
选在了沃野千里的黑龙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
农耕技术和文化礼俗，更带来了黑龙江发展的
勃勃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开放怀
抱的黑龙江，又先后接纳了 14 万复转官兵、5
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知识
青年和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 5万余名建设者、
开发大兴安岭的 8 万铁道兵将士，还有“南厂
北迁”的 20 多户大中型企业和苏联援建的 22
项重点工程，黑龙江为他们提供了建功立业、
书写豪情的广阔天地。海纳百川、融合发展的
气质奠定了这块土地崛起腾飞的坚实基础。

这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山川壮丽，物
产丰隆。在祖国的版图上，黑龙江省雄踞于

“金鸡”之冠，而黑龙江的版图形似一只昂首

高翔的天鹅，于是天鹅便是黑龙江最具神采
的形象：天鹅项上是巍巍兴安，浩瀚的林海无
边无际；天鹅腹中是松嫩平原，无尽的原野稻
菽飘香；天鹅足下是镜泊胜景，平静的湖面风
韵奇秀；天鹅尾翼是祖国东极，火红的朝阳冉
冉升起。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
界江、大冰雪……山河壮美，风光秀丽，这里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北国好风
光，美在黑龙江！黑龙江处于世界著名的三
大黑土带之一，用全国 1/10 的耕地，生产出
了全国 1/4 的商品粮，全国每 9 碗米饭就有一
碗来自黑龙江。黑龙江有全国著名的大森
林，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 9 位，曾经长期是国
家最重要的国有林区和最大的木材生产基
地。现在，这里是祖国天然的大氧吧，满目翠
绿每年为全国输送上亿吨氧气。无论是春季
的万物吐绿、夏季的枝繁叶茂，还是秋季的层
林尽染、冬季的冰雪森林，黑龙江的美就像流
动的音符，串联起北国四季的万里风光。黑
龙江省拥有储量丰富的矿藏资源，石墨等 10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之首。肥沃的耕地，丰富
的矿藏，使黑龙江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
件。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黑龙江
成为稳定的大后方，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
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
的开发建设，黑龙江成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工
业、能源工业和商品粮基地，并在这里创造了
无数个新中国第一：第一个女子拖拉机手、第
一台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大型水轮发电机
组、第一台专用快速电子计算机、第一架多用
途直升飞机、第一台数字机床、第一个冬季项
目世界冠军……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黑龙
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性贡献。勤劳
智慧的龙江人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书写了共
和国的恢宏篇章。

这是一片走向振兴的土地，生机勃发，前
程似锦。2016年 5月，黑龙江再一次受到世人
瞩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黑龙江考察调
研。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农村、企业、林场、科研
单位，一路走，一路看，着眼黑龙江振兴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把脉定向、掌舵领航，提出黑龙江
发展的总体思路，肯定和赞许东北抗联精神、

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新时代黑
龙江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后，习近平总书
记又于 2018 年 9 月再次到黑龙江考察，并主
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给东北地区
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鞭策和巨大鼓舞，为黑龙
江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在黑龙江
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全省上下坚持贯彻新发
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六个
强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
治责任，奋力开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新局面。发展的蓝图引领未来，振兴的华章徐
徐展开，黑龙江必将迎来前程似锦的美好未
来。

览一书，而游龙江九千里，阅沧桑数万
年。正是立足于这片土地，《雄鸡冠上的璀璨明
珠—黑龙江省情概览》以宽阔的视域，如数家
珍，娓娓道来，绘就了黑龙江全面、立体、生动的
盛大全景。作为写实的文本，它打开的是历史，
是当下，是龙江天地，是龙江精神。龙江史志工
作者贡献给全省人民的这一权威读本，必将为
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为实现重振龙江雄
风的梦想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不舍昼夜，流淌千古，长河未竟，奔
腾向海……

是为序。
此文为《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

省情概览》序，有删改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黑龙江省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秘书长，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会员，《黑龙江年鉴》总编辑）

伟哉，龙江天地龙江魂！
何伟志

近年来，黑龙江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以“三长三短”的辩证
思维清晰地审视省情，打开了
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盛大格局。恰逢其时，中共
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审时
度势，集中优势力量编纂出版
了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精神
的地方文献《雄鸡冠上的璀璨
明珠——黑龙江省情概览》，
这是黑龙江省情研究的又一
个优秀成果，是黑龙江史志工
作者对这片故土山川、城乡大
地的深情致意。

一部地方文献，精神为王

《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
黑龙江省情概览》，无疑寄予
了黑龙江史志工作者们对这
片土地无限的理解、热爱与付
出。省情是国情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一省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历史和现实基本情况
的汇集、综合概括和系统反
映，是一定历史时期影响一个
省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全面科
学的概括和抽象。深入研究
省情，正确认识省情，是不断
创新发展思路和实现科学决
策的重要前提，也是不断推进
振兴、发展和取得新成效的基
础，由此，省情研究成为党政
部门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
课题。

《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
黑龙江省情概览》及时跟进，
记载了黑龙江社会变迁和重
要历史事件,反映了当地文化
习俗、风土人情和精神特质,也
提供了近年来全省发展建设
的最新客观信息和统计数据，
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同时,既
有一脉相承，也有现实发展比
对，在深化和拓展地方文献建
设中作出了有益探索，是研究
龙江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建
设发展的重要的权威读本。

省情概览兼具国家意识
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意义,既反
映和传承地域文化,又有助对
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
成。省情概览培养乡土情乡
土观就是传达和培育民族精
神与爱国情怀，在当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
龙江省情概览》编纂出版的意义不言而喻。

一部地方文献，内容为王

《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情概览》，呈现
了黑龙江史志团队优秀的职业情怀、职业理念和专业素
养。这部省情概览与时俱进，一改传统地方文献的单调
面目，摈弃了文字的长篇累牍与数字堆砌，贴近受众的
思维习惯、阅读习惯，能够覆盖社会各界大量读者。精
练的文字抽丝剥茧，不乏生动与激情，配合几百幅精美
的实景摄影图片，将独具魅力的黑龙江真实地再现于书
页之中，其间以图衬书，以文解图，图文并茂，可读性、资
料性与知识性相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尤其注重突出
图片语言的独立作用，视觉画面的加持，有“一图胜千
言”功效，既有收藏价值，又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这
种视觉传达更能冲击心理，加强了代入感，让读者在自
由的浏览中，在审美体验中，走近黑龙江，领略黑龙江的
丰茂深厚和万千风情。

全书通过六个篇章设计布局，对自然、历史、文化、
发展、人物和各地市进行展述，从不同视角，全景式多
维度呈现黑龙江的自然之美、文明之美，展现出丰富
的省情资讯和立体的省情面貌，引导读者越古今，跨
林海，游江河，漫步都市与乡村。它的精神是敞开的，
既指向黑龙江历史背后的凝重、曲折和宽广，又叙说
了山川河流沃野的神奇和资源的富集，展示了多民族
省份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记述了黑龙江开发建设的
历程和对共和国特殊的历史性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将黑龙江诸多鲜
为人知的“亮点”突显出来。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代
又一代龙江人的开发史、奋斗史、英雄史、精神史，就是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发展史的龙江篇章。
全书主题主线突出，娴熟运用文献、实证、逻辑、定性等
科学方法，体现了编纂者们驾驭重大课题的研究能力和
学术功底。

这部书宣传推介了黑龙江，提升了北方大省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助推了龙江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让
这颗深藏的明珠更为光芒耀眼，熠熠生辉。

对黑龙江，这是温暖与福址；对世界，这是分享与礼
遇。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报
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地方志书终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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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金秋季，黑龙江又迎来沉甸甸丰收
季节。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组织
编纂出版的《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
江省情概览》面世了，可谓恰逢其时，实乃有
意义的创新之举。

《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情
概览》从“神奇广袤黑土地”“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人文景观”

“多彩的民族风情”“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工
业转型成绩斐然”“科技创新硕果累累”“文
化旅游繁荣发展”等多角度多侧面，以图文
并茂、数据成链、史论结合、纵横交融的丰富
形式，对龙江省情徐徐铺展、精细描绘、收放
自如。为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省情，准确把
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扬长避短、扬长
克短、扬长补短，切实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
争优势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也为破解我
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
与资源禀赋、优势潜力还不相称的问题，提
供了现实的切入点；更为大力推动具有引领
性集成性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
创意设计产业等新经济形态加快培育壮大，
不断完善提升区域总体资源要素禀赋结构，
培育构建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的新增长动
力源，重塑激发传统比较优势，提供了重要
抓手。

《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情
概览》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立体化呈现了黑龙江“日新月
异、风鹏正举”的振兴发展成就；而且从全省
十三个市（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进程中，
多样化展现了黑龙江“群星闪烁、异彩纷呈”
的振兴发展图景,为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省
情，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振兴发展、
怎样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的这个根本性问
题，形成新时代系统全面、内在统一、相互支
撑的勇闯振兴发展新路线图和任务书，提供
了重要的发展依托和参考。

《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情

概览》从“红色之路”“艰苦卓绝十四年”“解
放战争大后方”“开垦北大荒”“石油大会战”

“开发兴安岭”“创建老工业基地”等历史重
要节点切入，书写了近代黑龙江各族人民为
保卫边疆、巩固边疆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讴歌了革命战争年代黑龙江人民为
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黑
龙江作为重要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为国家
建设作出的贡献。“成就了中国粮食中国饭
碗，稳固了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细数

“黑龙江被称为‘共和国工业摇篮’，创造了
多项共和国‘第一’的国之重器”……正如书
中所言，“这些标志性的产品和成果，勾勒出
黑龙江作为新中国工业长子肩负的使命与
祖国共同奋进的缩影。”

“文化”和“人物”作为《雄鸡冠上的璀璨
明珠——黑龙江省情概览》的两个独立篇
章，占了全书六个篇章的三分之一，可谓分
量够重、独具匠心。从“遥远的民族历史文
化”“独特的流寓文化”，到“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奇异的中外文化”；从“光辉灿烂的红色
文化”“恢宏的开发建设文化”，到“瑰丽的冰
雪文化”“独具风格的音乐文化”，笔触细腻
地勾勒描绘出黑龙江虽地处北疆，却造就了
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实为一片
有着古老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从

“历史人物”“革命英烈”，到“龙江先锋”“时
代英模”，为龙江大地上的杰出群体塑像，为
历史和文化铸魂。尤其是以对东北抗联精
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内涵
和演化的深刻概括和精练梳理，既作为“璀
璨绚丽的多元文化”时代精华和高度凝练，
更催发读者在聚焦“时代发展大潮、区域发
展大势、国家发展大局、民族复兴大业”的奋
进新征程中，培育激发牢固战略定力和强大
精神动力，为奋力开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新局面而踔厉奋发、不懈奋斗。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二级研究员）

深刻认识和把握
省情的精品读本

王 刚

翻开这部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组
织编纂的《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
情概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部书不仅仅图
文并茂地全面介绍了黑龙江省的人文地理、民
族人口、资源禀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省情，而
且更深刻地发掘和介绍了黑龙江地区的历史、
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以及这种地域历史文化
所铸就的伟大龙江精神、龙江气派和龙江性
格。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历史纵深、反映独特
文化、蕴含龙江精神的好书，一部匠心独运、用
意深远、有思想灵魂的好书。

阅读《雄鸡冠上的璀璨明珠——黑龙江省
情概览》,犹如拂去历史的尘埃,展现给我们一
幅幅金戈铁马、雄浑壮阔的历史画卷。黑龙江
省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异彩纷呈，是极具生命力
和创造力的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
全省，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这就是学
习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大一统意
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铁马冰河、
开疆拓土的英雄精神，以及粗犷豁达、豪放质朴
的民族性格。

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了解到，进入近代以
来，面对西方列强欺压和外来侵略，无数志士仁
人为拯救民族危亡探求真理，奋起抗战，多少英
烈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创造了誓死报国、威武
不屈的英雄史诗和龙江品格。

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了解到，20世纪初的
哈尔滨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桥头堡和中转站，
中东铁路成为共产党人往返苏俄的红色交通
线。“红色之路”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
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
觉醒和中国共产党的的建立。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英雄的黑龙江人民英勇不屈，打响了十
四年艰苦抗战的第一枪。在白山黑水间、在兴
安密林中，东北抗联将士英勇不屈、顽强杀敌，
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民族
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东北抗联精
神。在抗战胜利后，黑龙江地区迅速开展建立

民主政权、剿灭土匪、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等工
作，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大批干部南下开辟
新解放区，倾其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援东北和全
国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贡
献。

这部以历史文化见长的省情概览，详尽地
为我们展示了黑龙江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恢弘历
史画卷。在建国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黑龙
江人民以开拓、担当、奉献的革命激情和“长子
情怀”，挥师开垦北大荒、开发大小兴安岭、会战
大庆油田、建设国家工业基地，为支援抗美援
朝、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和文化精品，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
荒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更多地承担了为
中国工业化奠基的使命。经过“一五”时期 22
项苏联援建项目落户黑龙江，抗美援朝时期部
分南厂北迁，加上原有的工业基础，使黑龙江成
为以哈尔滨、齐齐哈尔为龙头，重工业和装备制
造业、煤炭、机电、冶金等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
基地，创造了共和国装备工业和科技创新无数
个“第一”。在实现工业化辉煌的同时，也创造
了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涌现了王进喜、马恒
昌、苏广铭、马永顺等英雄模范，用无私奉献精
神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彰显了龙江精神和长
子情怀。

阅读这部书，让我们深信：独特魅力的黑龙
江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
伟大的龙江精神，是中华文明谱系和精神宝库
中的璀璨明珠，闪耀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国
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古老的龙江大地生机勃发，前程似
锦。肩负使命的各族龙江儿女必将汲取优秀历
史文化的营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
显龙江精神，为龙江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再创历史辉煌而踔厉奋发、不懈奋斗。

（作者系哈尔滨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黑龙
江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原副会长、哈
尔滨人民政协理论和文史研究会原名誉会长）

独特的历史文化
铸就龙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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