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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

前，在北方的

牡丹江畔，镜

泊湖旁，一个

辉煌灿烂、向

往唐文化的政

权此刻正享受

着历 史之荣

光。这就是以

靺鞨族为主体

建立 的渤海

国，素有“海东

盛国”美誉，隶

属于当时的唐

王朝。

据《新唐

书》卷二百一

十九中记载：

“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

都督、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

是始去 翯号，专称渤海”。

此时，它的首都早已经由渤海国三世文王大钦

茂由吉林敦化中京迁往距牡丹江不足90公里的上

京，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渤海

镇。这里远山为屏，近水成堑，城沃山饶，的确是建

造“上京龙泉府”的首选宝地。

龙泉府的建筑风格效仿长安城，也是当时赫赫

有名的大都市，甚至能与奈良的平京城相媲美，最繁

华时人口甚至超过10万人之多，可见当时的兴盛。

恢弘大气的建筑风格、古朴雍容的建筑式样、壮观典

雅的气派，每一项都代表了鼎盛时期的气度与风度。

然而，时过境迁，曾经的“海东盛国”气象早已不

复存在，种种关于辉煌时期的臆想只能来自于如今

仅存的残垣断壁。

在一望无际的古上京龙泉府遗址处，破损的城

墙和柱础宣告着这曾经的繁华与雅致。城墙内墙都

是用火山玄武岩夯制而成，现今仍可窥见其当年选

料的精良和工艺的高超。只是，为何空余昔日宫殿

存在过的地面风景，地上的那些宫殿呢？

公元926年，另一支北方少数民族力量——契

丹灭掉了这个传15世，历时229年的古渤海国。古

籍上记载，当时契丹“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为使

渤海人忘却故土，契丹还曾把龙泉府及寺庙等古都

著名建筑都付之一炬……这见证着古渤海国昔日繁

华，牡丹江畔的“小长安城”终于在历史沧桑中烟消

云散，雨打风吹去……

当年的那场焚烧，致使上京龙泉府地面上的东

西几乎消失殆尽。但也有几处遗留的历史文物，比

如那口历经千年的八宝琉璃井。

通往遗址的最深处，可看到远处矗立着一座古

香古色的凉亭。凉亭之下，有一尊玄武岩石碑，上书

“八宝琉璃井”。这口八宝琉璃井是一口八角形的古

井，据说只供当时的王室享用。凉风中，萧瑟古朴的

凉亭和面前的琉璃井，在苍凉的遗址中显得卓尔不

群，甚至有些瑟瑟发抖。

偌大的龙泉府遗址中，留存最多的是历史的“留

白”。这里并没有原地复原或是重建，空空旷旷的地

方，时空变幻了一千余年，沉淀下的只有古朴和遗韵。

新栽的鲜花和不远处的高树相映成趣。与苍莽悠远的

历史相比，它们只是沧海之一粟，但也是这些“年轻”的

生命，给古老的遗址带来了绿影掩映的勃勃生机。

也是唐朝时的一位诗人，只留下一首《春江花月

夜》的张若虚曾经望月凭吊：“江畔何年初见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

似。”盛唐时的李白也写过类似的诗句：“今人不见古

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

皆如此。”

可惜此刻的遗址内不是寂静的月夜，只是清

冷的阴雨天。没有月亮，只有这些千年以前的城

墙，人生代代，共看繁华，也赏寂寥，古人今人若

流水。渤海国这个曾经的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

隔离于喧嚣，沉淀千年，仍别有

幽怀。而今，更添几分凭吊之

情……

千年沉淀
龙泉府

□鲁钟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响应号召到

农村插队落户，在那里度过了四个春夏

秋冬。可以说，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从

春到冬，什么刨茬子、扶犁起垄、点种、

踩格子、薅谷子、除草、打农药、挑水抗

旱、收割、打场、背麻袋、赶车送粮、积

肥、刨冻方、出民工等等，那活儿真是

累，但在这过程中了解了农村，了解了

农业，心里埋下了农民情结。回到城

里，每遇春旱，每遇连天大雨，我就着

急，可别耽误农村收成啊！

话说回来，农村里也有些相对轻巧

的活儿，农村叫“俏活儿”。有技术类的

如：电工、木工、车老板儿、会计出纳、豆

腐坊、粉坊等，但这些不是常人能干的；

还有一种是照顾老弱病残的活儿，如：

打更、看场院、溜边儿（一种检查群体干

活质量的工种）、护青、替队长去听会

等……我作为知青，半拉子农民，得以

照顾，没少干这类活儿。但印象最深、

多少看懂点儿门道的是“漏粉儿”的全

套工艺。虽然只干了两天，但是粉坊那

热烈、嘈杂的场面和弥漫在整个作坊中

的酸溜溜的气味至今仍在记忆中。

我当时正被抽调到公社参加整党

工作，秋忙时节，回到生产队，正赶上队

里粉坊开张。怎么叫开张呢？因为时

令的关系粉坊一年只开一次张。秋收

了，生产队种的大批土豆起回到场院，

主要用途就是做粉。一家一户是做不

了粉的，农家们自己种的土豆只够自己

吃，吃粉就靠生产队集体“漏”了。队里

的大粉匠此时就是香饽饽了，每天给大

粉匠20个工分。什么概念呢？成年壮

劳力干一天，不管多累的活儿，给10

分，妇女给8分，半拉子小孩儿给5分，

像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就顶个半拉

子，可能是落实知识青年政策，照顾情

绪给8分。且说这大粉匠每天给20分，

着实令人羡慕；但这活儿不是一年四季

都有，也就十天半个月，粉做完了，冬季

到了，该干别的还得干别的去。

我对粉坊的活计有种探秘的想头，

于是找到生产队长，说不要工分（因为

公社借调我去参加整党，早已给我按满

工记分了），只是想打打下手、看看热

闹，队长当然同意了。于是我就以一个

编外的角色混进了粉坊。一进粉坊，就

好像走进了一个小工厂，屋里雾气腾腾

的，每个人都穿着水靴，胸前扎着围裙，

十几号人各有分工，洗土豆的洗土豆，

牵驴拉磨的拉磨，滤浆的滤浆，装缸的

装缸，和面的和面，漏粉的漏粉，晾晒的

晾晒，整个一个流水作业系统。那些技

术活我也插不上手，就找些力气活干

吧。先是帮助洗土豆。其实所谓洗土

豆，可不像我们居家过日子那种洗法，

成吨的土豆，上哪儿找那么大的容器，

就是在一块开阔的水泥地上，两个人持

锹，一个人提来井水一桶桶往上泼，那

两人不断地用锹翻土豆，也就是七八成

净了，就往磨盘上添，牵驴拉磨的老兄

一边往磨眼儿里推土豆 ，一边用水舀

子往里添水，眼看着磨出的浆液土黄土

黄的，心里想，怪不得平时看到的粉条

有的黑、有的白，大概跟洗的工序有

关。老百姓常说某粉条牙碜，那就是吃

着土了。接下来是滤浆，又有两个人把

磨出来的半稀不干的浆液往一个人挂

起来的大纱布上倒，一个人扶着纱布架

不断晃动，更细的淀粉浆就哗哗地流进

了下面的缸里。接满一缸，再换一缸。

纱布里还剩下许多粗糙的渣料，我要倒

掉它，师傅告诉我，别扔，留着喂马。我

疑惑地问，马不是吃草吗，吃这玩意

么？师傅笑了，粮食还有不愿意吃的，

平时是舍不得给它，这到秋忙了，也该

给它们加点料了。

缸里的液体经过一宿的沉淀，顶上

是黄黄的水，底下则是淀粉了，由两个

有力气的人把缸倾斜着倒出上面的水，

再把里面的粉面子抠出，放到一个大案

子上，用发酵好的酸浆倒入和匀，这样

一坨坨用纱布盖严，再发酵一宿，转天

则可以和面漏粉了。和面则绝对是技

术活儿，在大粉匠的监督下，根据需要，

把各案子上的面和得软硬不同；要漏细

粉，面则软些，要漏粗粉或宽粉，面则硬

些。漏粉的关键环节则由大粉匠亲自

操刀了，只见他走到烧满开水的大锅

前，接过漏瓢（一个比大勺小一些的满

是漏眼儿的器具）在滚水里涮一涮，待

助手把一块面放进漏瓢后，他左手持

瓢，右手曲起四指，拇指靠拢，形成半个

空拳，然后以每秒两下的节奏拍击瓢里

的面，那力度不大不小，“啪、啪、啪、

啪”，跟大人打孩子屁股差不多，于是几

十根细细的面条便垂入滚水中，另一个

助手则用一双长长的大筷子在水里理

顺这些面条；瓢里的面不足了，助手会

及时地再添上，这期间，大粉匠拍粉的

节奏一点不变，可谓配合得天衣无缝。

进锅的粉长度大约一丈有余时，大粉匠

才住手，一锅只能漏这些。几分钟后，

大粉匠点点头，助手们马上拿过一根长

杆儿，把粉条捋顺挑起，挂在杆上拿到

外面晾晒。据说这晾粉也很有说道，太

干了收粉时一挽会碎，稍湿一点挽的方

便，但容易捂霉变质，怎样才是适中，实

在是靠经验。每年秋天，生产队除了给

乡亲们每家发几捆粉条外（当然要在工

分里扣），余下的就用马车拉到县城去

卖。当年老百姓个人搞副业卖东西是

绝对不允许的，但生产队这种集体所有

制单位还是不太受限制的。卖回来的

钱，计入集体的账，年底打进全年收入

给社员们分红。

中午休息，是外人最羡慕粉坊人的

时候，因为可以大大方方吃上一顿不用

花钱的粉条宴了。大粉匠抡了一上午胳

膊，够累的，此时靠在炕梢闭目养神去

了。伙计们就抓一把面，用手往大锅里

挤小面疙瘩。小粉疙瘩一头粗一头细，

小指甲盖儿般大小，流到锅里像小老鼠

崽儿一般，所以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称之

为“粉耗子”。

“粉耗子”出锅了，一人盛了一大碗，

拌上当地农家大酱，

那滋味儿简直是神

了！我当时年轻，又

是头一次吃这么美味

的东西，小“粉耗子”

在嘴里，有点酸，又有

点咸，又滑腻，又筋

道，不小心就直接滑

到喉咙里了。

下午开工，肚

子开始发胀，明白

自己是吃撑了。后

来知道，淀粉疙瘩

是最不 容 易消化

的，尤其是在人多

抢食的时候。那是

我记忆中烙印最深

的一次吃撑，记得

直到半夜，我还捧

着肚子在屯子里晃

悠呢！

几十年以前的

事了。老作坊里的

人和事在我的脑海

里像照片一样定格

着，不能抹去了。

粉坊逸事
□刘乃季

一滴水，轻轻的，从长白山上落下，

轰然拓出一条1927公里的浩浩长江，

浩浩荡荡已经流淌1200多万年了。

长白山天工开物，如同手持彩练的

舞者，它抛出图们江，抛出鸭绿江，抛出

1927公里长的松花江。大兴安岭亦持

彩练与长白山对舞，舞出松花江的另一

个源头，即大兴安岭支脉伊勒呼里山中

段南侧之南瓮河，与前之南源对称北

源，若从这算起，则松花江长度为2309

公里。1927公里或2309公里并不是直

着流的，松花江像长白山和大兴安岭伸

出的手臂，将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

三省大部分地方及内蒙古自治区之东

北部分抱在怀里。

2008年5月，中央电视台推出十集

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华文明》，在第一集

《曙光初照》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支红色

的箭头，它们分别代表五千年前几种不

同的文化，其中一支沿汾河北上的是仰

韶文化，另一支自东北而来的是红山文

化，它们在河北省北部桑干河上游相碰

撞，中华文明就是这样碰撞出来的。中

华文明源非一处，有人指出，东北的牛

河梁红山文化甚至要早于华夏其他远

古文化，是“中华大地上第一道文明曙

光”，而中华龙，恰是从东北牛河梁红山

文化这里最早腾飞起来的。

或说红山文化之源位处牤牛河、大

凌河与辽河流域，不在松花江臂弯之

内。但是，就像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碰

撞出来的一样，红山文化也不可能从一

杯水一抔土中来，史前时期的东北也是

多民族的，有秽、貊、孤竹、令支、山戎、

东胡、屠何，有满族的先人肃慎，殷商的

先祖也曾居于东北。白山的滋养，绿水

的浸润，辽河的哺育，松花江的灌溉，东

北远古各民族文化碰撞出的柔荑硕果，

恰也是广袤的黑土地和诸多丰沛江河

护佑下的结晶，这其中，波涛浩淼滋养

面积达55万多平方公里的松花江功不

可没。

鲁迅说过，南方产的小米不能吃，

只能喂鸟。小米起源于黄河中下游，长

江中下游的远古先民则培育出了水稻，

有意思的是，小米不能南下，大米却能

北上东来，渤海人学会种植水稻后，东

北大米却大大优于原生地所产。吉林

省舒兰市就是全国单季水稻大县，2014

年，央视大型纪录片《稻之道》即在这里

开拍。据说大豆原产于云贵，高粱是从

非洲而来，可是歌里唱了：“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大豆、高粱以及

大米早已是以东北为家乡了。“一水护

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在松花江

的臂弯、怀抱之中，黑土沃壤的东北就

是一大粮仓。

古往今来，长白山多名，松花江亦

多名，在《山海经》那里叫“濮水”，在《魏

书》中叫“速末水”，叫“难水”，在《唐书》

中叫“粟末水”，在《辽史》中叫“鸭子

河”，叫“混同江”，在《金史》、《元史》中

叫“宋瓦江”，“宋瓦江”在明代谐音又叫

“松花江”，一直叫到现在叫成了亲切叫

成了习惯。清人杨宾在其著名的《柳边

纪略》中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道：“混同

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

江，又名松花哩乌喇。松花哩者，汉言

天；乌喇者，汉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

混同江之名，改于辽圣宗四年。其源发

于长白，北流绕船厂城东南，出边受诺

尼江，东注。北受黑龙江，

南受乌苏里江，曲折流入大

东海，其在船厂东南者阔三

十丈。”清人刘珂在《清稗类

抄》中对“松花江”一名有过

诗意的解释：“松花江两岸

多黄花松，松花落于江干，

所在皆有。其顺而下者，浮

于水面，片片如花，故名江

曰松花江。”

江畔见月，江月照人，

名字的变更，寓有天地山

河的变化，藏有多少历史

人文的故事，濮水看到过

肃慎人的楛矢石砮，难水

看到过东北远古乌洛侯国的“山中

人”，粟末水看到过渤海人从中原带回

诗书礼乐，混同江看到过契丹人的渔

猎捺钵，宋瓦江看到过金灭了辽而元

又倒了金。东北古来也有过各民族的

熙来攘往，也有过一次次推倒重来前

浪后浪层叠涌动，也有过车辚辚马萧

萧旌旗蔽日呼声震天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许多历史大热闹。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不变的是松花江

涛声依旧，一次次让经历过大动作的

东北各民族人在它的臂弯里得以休养

生息，让各民族的文化在一次次碰撞

后又一次次得以融合，在碰撞与融合

中又得以不断地提升。恰像元代管道

升《我侬词》所说：“忽然欢喜啊，将它

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

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

啊，我中也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

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续》中有

过一段有趣的文字：“长白山在冷山东

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

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

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契丹

德光破晋，改为混同江。其俗刳木为

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

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

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悟

室，即完颜希尹，金朝大臣，女真文字的

创制者。除去“白衣观音”和“禽兽皆

白”不论，洪皓的这段文字透出两个文

化信息，一是契丹捕鱼有“梭船”，渡车

有方舟，这是东北契丹人舟船的制式；

二是完颜希尹得“南人”之助把中原的

造船方法拿到东北来，这又可见文化上

的融合，融合起来逐浪而行。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有人谓此亦可视为互文

见义，即仁者乐山乐水，智者也乐水乐

山。美丽松花江，大江两岸古来不乏仁

智之人，他们知道，东北人的生活是厚

重的土地托起来的，也是浩荡的江河载

起来的，和东北众多河流一起，松花江

从1200多万年前载着东北一路前行。

康熙二十一年春末，亦即1682年

夏初，29岁的爱新觉罗·玄烨来到东

北，3月25日，泛舟江上，留下了一首

《松花江放船歌》，他否认来到东北松花

江上是为检阅水师，在诗中言道：“貔貅

健甲毕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我来问

俗非观兵。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

冲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中国古代帝

王不少，聪明的不多，擒鳌拜、定三藩、

统一台湾、驱逐沙俄的康熙

是聪明的一个，他知道他的

父辈是从哪里出来的，他要

回来看看，他知道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所以他说“我来

问俗非观兵”。松花江是美

丽的，美丽出雾凇，美丽出

水墨般的山水，美丽出两岸

的乡村城市淳朴的民风；松

花江是博大的，它流域面积

55.72万平方公里，铺展出中国面积最

大的森林区；松花江是不舍昼夜的，它

是东北地区主要的水运干线，承载着东

北许多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松花江也是

会愤怒的，大江东去，它也会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20世纪80年代，有一首歌唱遍了

中国大陆，歌中唱道：“松花江水波连

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歌唱天鹅项

下珍珠城，江南江北好景色。”歌中还唱

道：“松花江水波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

的歌。歌唱英雄的人民，辛勤劳动的成

果。”松花江流淌了1200多万年，绵长

1927公里或2309公里，流域面积50多

万平方公里这条东北人的母亲河，和中

国许多河流一样，它也是有历史的，两

岸的珍珠也不止一颗。可是，至今为

止，关于那些珍珠，似乎还缺少《开埠：

中国南京路150年》和《城市季风：北京

和上海的文化精神》那样有分量的著

作，还缺少类似说天津的《五大道》那样

的电视片，就松花江本身来说，也还缺

少《话说长江》那样的大制作，年年看雾

凇，岁岁观江景，我们为松花江所做的

却还不够。

但是，会有的，松花江正继续为那

些厚重的著作和大型的制作积攒着，松

花江上的人也仍继续勤劳着，君不见一

桥飞架南北，新松花江公路大桥在哈尔

滨建成通车；君不见一声“开江”的号子

声中，松花江千年渔猎文化再现江畔，

松花江它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它是

环护的，也是开放的，就和当年红山文

化与仰韶等文化碰撞出中华文明一样，

融古汇今气势磅礴的松花江，与其他江

河一起，滋润着中国。

松花江水波连波松花江水波连波
□□叶剑波叶剑波

羽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