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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巢
与公园里的鸳鸯结缘还

是因为一次跳巢。
2014 年夏天，一直在南

方打工的车春虎回到家乡哈
尔滨休息。一次，他到兆麟
公园转转，当时看到一群摄
影师正在拍着什么。他很好
奇地过去，原来是一只鸳鸯
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小鸳鸯，
从3米高的树上跳巢跃下。

当 时 只 是 看 着 跳 巢 好
玩，现在他知道了跳巢到底
是咋回事。鸳鸯妈妈每次会
飞到距地面 3 米到 10 米的树
上或屋顶产下小鸳鸯，小鸳
鸯一般在出生的一两天内，
就要从上面跳到地面。每次
都是鸳鸯妈妈教小鸳鸯要憋
住气，再往下跳，这样就变成
一个圆团，不会摔伤。鸳鸯
妈妈先跳，然后在下面招呼
小鸳鸯跳。

从此，车春虎就经常来
看鸳鸯。

有一天，一只鸳鸯妈妈
受伤了，四只小鸳鸯无人照
料。有的游客要把它们带回
家去养，车春虎认为不妥，制
止了这些人。面对这些可怜
的小鸳鸯，他主动承担了照
料的任务。

那一段时间，他每天很
辛苦看护着这群小鸳鸯，其
中有一个月他是24小时吃住
在公园里，晚上就在鸳鸯旁
边的长凳上睡一会儿，观察
着这些小宝宝的动静，他还
精心记录了长达2400小时的
救护观察日志。

这次爱心之举让他跟鸳
鸯的感情日渐加深，也与鸳
鸯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近春节，哈尔滨市兆麟公园里五颜六色的冰灯正在展出。在公园的玻璃
救护房内，有两只受伤的无法南飞的小鸳鸯还在享受室内的温暖，车春虎每天按
时打理它们的生活。

每年3月，鸳鸯都会从南方飞来。10月初开始，又要往南方迁移。每年，车
春虎要照顾来公园的几百只鸳鸯。9年来，他义务为鸳鸯投喂食物、安装人工鸟
窝、记录迁徙过程和孵化数量，被人们称为救护鸳鸯的“奶爸”。

救护
今年 48岁的他还与一些喜欢动物的孩子们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一些家长还鼓励孩子到兆麟公园照
看鸳鸯，把孩子交给车春虎，两个小时后再来领。

他布置孩子们投喂食物、观察动物等，孩子
们非常开心。既接触了大自然，了解了动物习
性，也掌握了环保知识。面对大人不文明的
行为，小朋友就会说：“叔叔，阿姨，不能这么
做。”大人们听了，都满脸通红地走开。

孩子们也经常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都一一
解答。一次，有个小孩问：“为什么动物会怕人？”那
一刻，他很愧疚，就说：“你们慢慢观察，长大了就会明
白的。”

车春虎说，现在不但小孩子非常有爱心，大孩子也一
样。不久前，他去一个大学校园里救助鸳鸯，当时正是早自
习时间，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自觉静静地看着他去救助。等到一
切完成后，孩子都在寝室里给他鼓掌。他感觉到现在的孩子非常
具有爱心。

在救护过程中，东北林大的李枫教授和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的副研
究员王强对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告诉他很多鸳鸯的知识。他翻阅文献和
资料，发现有些和他记录的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又鼓励他，只有自己记
录的才是真实可靠的资料，对日后的研究都是有帮助的。

这些年，他天天记日志，每天把重要的数据都写下来，也快成了这方面的
专家。他说，我还有很多救护方面的知识不明白，我还要认真学习体会，不断丰
富自己。

从 1995年至今，兆麟公园里共出生 1400多只鸳鸯，近年随着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来公园的鸳鸯也越来越多了，2022 年，园里鸳鸯最多时，达到 540 多只。
当年他成功救护49只小鸳鸯、36只成年鸳鸯。

他说，在国内，市区里能聚集这么多鸳鸯的公园，仅兆麟公园一家。
除了救护鸳鸯，他还坚持了八年冬天自费到哈尔滨何家沟投喂留守的

水鸟。2022年11月末，哈尔滨马家沟出现两只赤麻鸭，他也一直在照顾，
隔几天就去为它们准备面包虫、大麦虫、馒头等。

九年来，他一共自费投入了十三万多元钱购买物品救助动物。
车春虎说，鸳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选择到城里安家，就

是对人类的信任。现在它们已经成了我们城市文明的一个象征，保
护好它们就是为城市奉献一份爱心。

归来
当年10月后，鸳鸯陆续都

南飞了。车春虎一直在琢磨，
明年这些自己照料过的鸳鸯
还会不会再回来？

他的牵挂和好奇使他更
坚定了要留下来的愿望。

这一年，他放弃了回南方
打工的计划，在哈尔滨开了一
家小面馆。第二年，他惊讶地
发现，来公园的鸳鸯比去年还
要多。据他的日志记载，2014
年，北归鸳鸯6只，孵化2窝18
只小鸳鸯。2015年，北归鸳鸯
16只，孵化5窝58只小鸳鸯。

他当即把面馆转让，又开
始了与鸳鸯的接触。

这样经过几个春夏秋冬，
他开过粮店，也打过零工，但
只要鸳鸯归来，他就会放下手
头的工作，再次投入到救护鸳
鸯的忙碌中。

起先，他做这项工作没有
告诉家里，他妈妈一直在外地
照看他姐家的孩子。等后来
妈妈知道了，也劝过他。可是
他并不听。他说自己很“轴”，
他对鸳鸯已经非常有感情了。

慢慢的，社会上的爱心人
士救助了鸳鸯都送到他这
里。2022年开始，一些市民在
拨打官方救助电话后也把需
要救助的鸳鸯送到他这里，这
些都是对他辛苦付出的认可。

车春虎的爱心也得到了
兆麟公园的赞同与支持，2022
年，兆麟公园把他纳为单位的
一员。这样，他就可以全天候
照顾鸳鸯和其它小动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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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春虎在察看受伤的鸳鸯

救护房内的两只鸳鸯

车春虎在投喂食物

小鸳鸯在享受室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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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的风吹

过来，年，向我们发
起了信号。我们又到了

回家过年的时候。
奶奶和二娘二伯一起生活，到了年根儿，爸妈会准备好各种食

材，领着我前拎后拽着大包小裹去二娘家。
去二娘家坐客车只需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当车门“吱嘎”一声慢慢打

开，一股冰凉清新的雪的味道冲进鼻腔。村口站着的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向我
们快步走过来，那是二伯。二伯头戴一顶厚厚的毡帽，哈腰伸出有力的大手，拎

起包裹，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来到院门口，二娘早已裹着一件红色的夹袄站在那
里。“天天盼啊，寻思你们快来了。”二娘说。

年，已经把我们黏在了一起。
奶奶拄着拐杖挪着碎步来到窗前，扶住窗台，抬头望着窗外，那眼神，就像两湾江水，

慢慢地晃晃悠悠地向我们靠近。每次进屋的第一句话：“脱鞋，快上炕暖和暖和。”
大火炕别提多熨帖，四平八稳地躺在炕上熥，可以打通周身血脉，感觉得到每一个

汗毛孔正慢慢张开来。“终于可以烙烙腰了。”妈妈说。我和爸爸，还有奶奶拉扯大
的一众孙男娣女，都是奶奶炕上熥大的孩子。

奶奶挪到柜子旁边，掏出一些吃的让我吃。我要是不吃，奶奶会很认真地
看着我说：“不吃干啥。”然后呵呵地乐，没牙的奶奶，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

过年那天，我撺掇得最欢，前屋后院地跑。二伯熬一锅浆糊，用筷子
往对联上抿，吆我去贴。我爸一边给奶奶递水一边说：“二哥，你多抿

点，抿匀点。”不多一时，大门垛和房门上都沾了红色的喜庆，猪圈门
也有了“六畜兴旺”的字样，还有四轮车上的“出入平安”，屋里屋

外贴满的福字。一股儿风，门垛的对联吹开一角，二伯赶紧拿
着浆糊盆去粘。

二娘和我妈喜欢打扑克牌，每天都要打上一单，不玩
到最后一把不下炕。要包饺子了，全家人围拢在一
起，拌馅的，和面的，擀皮的，包饺子的，都由二娘分
派：“都捏紧点啊。”于是，每回我都特别用力捏边，生
怕饺子煮到一半二娘说：“看看，没捏住。”

我们每年除夕晚上九点多就开饭了，因为奶奶
的年纪大，等不了太晚。我们全家人挤在一张圆桌
上吃年夜饭，边吃边看电视里播映的春晚。饭后，奶
奶回屋铺被睡觉了，爸爸跟到奶奶那屋躺在奶奶的
身边陪着。我和妈妈在二娘这屋看电视。二娘抽
烟，能吐出一串一串的烟圈，烟圈打着旋直溜溜地往
上转。二娘和妈妈也上炕睡觉了，只有我还巴在电
视机旁，等着看赵本山。其实，他们都没睡，赵本山
一登场，用不着报信，妈妈和二娘“嗖”地坐了起来，
爸爸趿拉着鞋推门而入，凑到电视机跟前聚精会神
地看，时不时小声笑上一阵儿。总感觉本山大叔的
小品太短，就像一连小鞭，噼里啪啦一溜烟没了。

看完小品，心满意足，我们一起在炕上守着除
夕。二娘和妈妈总有聊不完的话。每回我最先睡
着，后半夜二娘的咳声会跑到我的梦里，迷迷糊糊半
梦半醒的我还以为是谁家淘气的孩子在放鞭炮。第
二天一早，妈妈说：“二嫂，你咳嗽得厉害，烟能戒戒
了吧！”二娘听劝，六十那年成功戒烟。落下肺心病
常年吃药调养。

初一到初六，是二娘家最热闹的几天。奶奶一
共八个子女，先后来到二娘家，谁来谁往，二娘都是
穿着那件红夹袄，乐呵呵地迎送，喘得厉害时，拉过
一个凳子，凑近我们坐下，和我们聊一会儿。炕上盘
腿而坐的，腿搭着炕沿坐的，凳子上坐的，还有倚门
站着的，满屋子人。侄儿侄女时而开东屋门，时而开
西屋门。“别老开你太奶屋的门，热乎气都放没了。”
二伯不时喊两声。而我已经不是跑跑跳跳的孩子
了，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聊各自的生活。相
聚，总有说不完的话，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打开就

“哗、哗、哗”地往出流。夜里经常挤睡不下，各自去
找宿。有的住上三两天要回去，奶奶总会说：“忙就
走吧，有空再回来啊。”姑姑们眼角泛着泪光离开。

“小家雀长大了，有自己的窝了。”奶奶说那话的时
候，手掌慢慢擦过眼角，那两湾江水又泛起了涟漪，
晃悠悠扑向我们。

鞭炮声戛然而止，雪地里的点点碎红，提醒我们
这个年又过完了。

三年前，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也远
嫁他乡，爸妈依然回到二娘二伯身边过年。

这两年，爸爸妈妈惦记我们一家，年末赶过来和
我们一起过年。

作家冰心在《荷叶·母亲》中说：“你是荷叶，我是
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这无遮拦
天空下的隐蔽。”奶奶用她的羽翼庇护了她的小家雀
们一个一个长大成家，二娘二伯为我们守护了那个
家——我们的共同的家。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喜欢眺望远方，眼里好像慢
慢泛起奶奶的江水之波，一寸一寸，向故乡推进。

《正月》 木版油套 57×80cm 赵凯

“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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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如期如约。
新我与旧我却在一个念头里转换

不已：不知从何时起，年的韵味越来越
淡，只剩下渐行渐远的背影。大地的表
情开始变得空旷而宁静，家书里的人也
只能站在远处，对着我眺望。这时候，
一些字就是一群人，风尘仆仆，像远道
而来的亲戚，也像近在身边的朋友。

想起小时候，窗外还是一片冰天雪
地，年的味道就远远地飘来了。最初是
腊八粥的味道，是八种粮食和瓜果的味
道。这之后，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置办年货，给孩子买新衣服，新鞋
子。那些过本命年的人早早地系了条
红腰带，满脸喜气，像刚刚举行了某种
仪式。

腊月二十三，过年的气息愈发浓厚
了，哥哥将一包二百响的鞭炮拆散，依
次分给我和妹妹，然后每人点上一炷
香，在街上噼噼啪啪地放起来。父亲写
得一手好字，每年的这个时候，家里都
挤满了人，请父亲为他们写春联。最初
的几年里，父亲只给自己家写。后来，
左邻右舍来求着写。再后来，整整一条
街的春联都出自父亲的手笔。在除夕
的午后，父亲总要到街上转一圈，从街
头走到街尾，在各家门前仔细端详自己
写的春联，然后回来和母亲说，他哪个
字写得不好，丢了神韵，是败笔。

小年这天晚上，很多人家的院子里
都挂起了一盏红灯笼，红红的，通体散

发着暖意的灯笼，仿佛寒夜里燃烧的一
颗颗心脏，将一直照彻到正月十五，与
洁白的元宵交相辉映。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把所有的灰
尘和晦气统统扫出去。按民间的说法，

“尘”与“陈”谐音，扫尘即是“除陈布新”。
腊月二十九，全部的事情都是在为

第二天的除夕做准备：烀肘子，熬皮冻，
炒瓜子和花生……母亲偷偷地将压岁
钱用一张张红纸包起来，等到第二天深
夜，悄悄放到我们枕头下。压岁，颇有
些慨叹光阴无情的意味。无论贫富，父
母们都不希望孩子那么快就长大，那么
早就从自己身边离开。

大年三十的早上，隔壁的艳玲穿着
一身新衣服早早就来了，有一搭没一搭
地说着话，并且时不时地用手拽一下自
己的衣角。我知道，她是想让我注意她
的新衣服。我假装没看到，故意对她
说：窗户上的窗花真漂亮，我不知道是
怎么剪出来的，你知道吗？看得出来，
艳玲明显有些失落和垂头丧气。多年
后的一天，她在电话里和我说，那个年
代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过年时能穿上
一身新衣服。

年夜饭一词不是十分准确，因为通
常开饭的时间并不是在夜里。在哈尔
滨这座混居的移民城市，按照籍贯和习
俗的不同，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一般都是
在下午三点开饭，山东人则是在晚上六
点，还有的是在正午十二点和下午一

点。一个共同的习俗是，每家人在开饭
前都要放一挂鞭炮。所以，根据放鞭炮
的时间，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家人来自什
么地方。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是在午夜
零点，家家户户开始吃饺子。我想，真
正的年夜饭应该是指这顿跨越时间界
线的饺子吧，每个人都渴望能吃到包在
饺子里的硬币，期待藉此福气在新的一
年里交上好运。

年夜饭的餐桌上一定要有鱼，取
“年年有余”之意。

饺子一定是芹菜馅或韭菜馅，菜喻
指财，努力赚钱，广结财源。

年夜饭是团圆饭，饭后吃冻梨，大
概是将分离冻结的意思吧，或者是将距
离凝结。这个习俗到底是从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我始终不得而
知。

正月初一，三五成群，挨家挨户拜
年。这是孩子们最高兴做的事情，因为
转上一圈，口袋里就会装满各种糖果，
那种甜甜的、幸福的心情，可以享用好
多天，直至多少年后仍然回味无穷。

我知道，在越走越快的时光里，年
其实并没有走远，它还在那里，只是过
年的方式以另一种形态继续着，发展
着，变化着：拜年的人都在手机微信里，
打牌的人都坐在电脑桌前，拼手气、抢
红包成为一种新时尚，新祝福。在电子
信息时代，碎片化的语境永远指向虚无
的整体，也指向无限的可能。

新
年
简
史

□

闫
语

本报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150010 总编室：（0451）84616715 广告部：（0451）84655043 发行部：（0451）84671553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7元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