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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哈尔滨站空旷的候车大厅中，等待着即将开出的

高铁。

对哈尔滨这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都市，我很难用几个简

单的词语描绘它。一天前，我在城中的黑龙江美术馆邂逅了

一场水彩画展。画家是一位名叫王焕堤的本地老人，画作内

容都是哈尔滨的老建筑：青翠的行道树掩映着古朴的洋房，

三三两两悠闲的行人点缀其间。从人们的装束与汽车的款式

看，他记录的是当代哈尔滨。然而他的画，似乎有意抹掉了

那些肆意加建的丑陋房屋，以及老建筑上煞风景的店铺招

牌—这让画中描绘的哈尔滨看起来更像是一座与世无争的

欧洲小城。

事实上，哈尔滨诞生之初，的确是一座“欧洲人的城

市”。19 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除了沿

黑龙江绕行、全程都在俄国领土上的主线外，还额外规划了

一段截弯取直、从中国东北穿过的“丁”字形支线—中东铁

路（亦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中东铁路干线西起内蒙

古满洲里、东至黑龙江绥芬河，支线南至辽宁旅顺口，干线和

支线总长将近 2500 公里，铁路及沿线地区几乎全是帝俄的

势力范围。在铁路修到哈尔滨之前，这块土地曾经还只是松

花江边一片荒凉的滩涂。水彩画上的欧式建筑，也即是哈尔

滨最古老的那些建筑，全都是因为中东铁路而兴建。

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让哈尔滨诞生之初便成为东西文

化最激烈的交汇处。1903 年，中东铁路通车尚不多久，英国

作家 B. L. 辛普森（B. L. Simpson）曾从哈尔滨站搭乘火车

去往中俄边境的满洲里。在那个杂乱无章的狭小候车室里，

他见到了一身俄国军服的布里亚特骑兵、穿着长衣与皮靴的

蒙古马贩子，以及戴着红色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100 多

年之后，我站在辛普森当年描述这些场景的同一位置，看到

的却是一座拥有巨大拱顶的空荡候车室。没有布里亚特骑

兵，也没有蒙古马贩子，只有行色匆匆的当代打工人，在等候

着即将出发的高铁。

辛普森笔下那段妙趣横生的中东铁路往事，吸引着我来

到这个他曾经走过的地方，我希望用一段与他相同的行程，

来追思那段现在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然而还没出发，

我就意识到：如今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早已让中东铁路的运

输地位一落千丈。列车时刻表也告诉我，若要重温辛普森当

年的体验，从哈尔滨站向西出发，坐火车直达中俄边境的满

洲里，现今只剩一班夕发朝至的卧铺车。若还想观赏沿途景

致，且不浪费白天的游览时间，那只能在哈尔滨站搭乘高铁

去齐齐哈尔转车。

其实，哈尔滨站的历史，本身也曲折离奇—1904 年，

即辛普森到访的次年，一座雍容典雅、大量采用欧洲时兴的

“新艺术运动”元素的站房在松花江畔的秦家岗落成，取代了

作家笔下那个杂乱残破的临时车站。车站建设时恰逢日俄战

从哈尔滨去齐齐哈尔的高铁

（下图）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如今仍保留有老车

站建筑。

（对页图）鸽群在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前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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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哈尔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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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爆发，日本与帝俄在中国东北兵戎相见，而尚未完工的站

房也一度充当帝俄“临时兵站”的角色。

在之后的 55 年中，这座站房成为更多历史事件的亲历

者：1909 年，朝鲜义士安重根在此击毙了欲来此与帝俄商议

瓜分中国东北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935 年，由日伪“满

铁”运营、时速高达 130 公里的豪华列车“亚细亚”号蒸汽快

车开行至此。

在沦为列强的棋盘许久后，1959 年，哈尔滨站获批修建

新站房，老站房于次年春天被推倒（因过于坚固，拆除工作竟

耗时 20 余天），一份模仿北京站的设计图纸成为万众期待

中新车站的样子—哈尔滨站终于第一次成为中国人自己的

舞台。然而在全国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人们只得用“多快好

省”的方式降低成本：两翼本该气势磅礴的斯大林式候车厅

被简化为横平竖直的呆板方盒式建筑，而作为车站核心的主

楼则干脆停止建设。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车站中心的这块

空缺才被一座覆着蓝色玻璃的丑陋现代建筑填补。

2014 年，人们终于想起了早前被拆除的老站。一番论证

过后，他们决定直接将其等比例放大重建。然而在我看来，如

同大多数充斥着“大即是好”审美的中国建筑一样，如今这座

复刻版站房也只能称为“大而无当”，曾经俄国建筑师希冀用

曲线表达的轻盈与柔美，现在只剩居高临下的压抑。但无法

否认的是，现在从这里开出的高铁列车比当年快了太多也舒

适了太多。

浓缩 21世纪人类智慧的子弹头列车驶出哈尔滨站，安

静地飞驰在松嫩平原广袤的大地上。沿着与老中东铁路平行

的铁轨，只过了不到一小时，窗外景色就从哈尔滨郊区灰头

土脸的老工业区变成大庆油田富有韵律感的大片石油钻机

群。身穿红色制服的石油工程师放下电话，汇入熙熙攘攘的

出站人流，留下为数不多的乘客继续乘车前往高铁线网尽头

的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这座由契丹人在公元 12 世纪建起的城市，名

字意为“边疆”和“天然牧场”，与年轻的哈尔滨不同，这是黑

龙江省历史最悠久的人类聚居点之一。19 世纪末俄罗斯帝国

修筑中东铁路时，齐齐哈尔是全黑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为

避免沿线商机被中国人抢走，俄国人有意将铁路绕城而过，

最终将站点设在城外30 公里处的昂昂溪，取名“齐齐哈尔

站”（现为昂昂溪站）。直至中东铁路开通六年后，中国人修

建的连接昂昂溪与齐齐哈尔的齐昂铁路通车，齐齐哈尔才算

正式迈入铁路时代。

1936 年，日本人在齐齐哈尔城区内建成一栋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的火车站，火车站旧址如今就矗立在齐齐哈尔火车

站旁。老火车站曾作为“满铁”办公楼与旅馆，接待过来此视

察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然而现在它最引人瞩目的部分，却是

楼顶那一排至今未被拆除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红色标语，带

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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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齐哈尔继续西行的火车屈指可数，为方便安排沿途

行程，我选择了租车自驾。沿 232 国道开出两小时后，我到达

黑龙江与内蒙古的边界。这里刚好有一段金代长城遗址。

女真将军完颜婆卢火的雕像孤单矗立在金长城遗址公

园空荡的广场上，据《金史》记载，他就是负责修筑这段长

城的人。1114 年，女真人从如今的东北起兵反辽，次年建立

金朝；1125 年金朝即攻灭辽朝，两年后又将宋徽宗、宋钦宗

俘虏，北宋亦灭亡。也许是因为出征的过程中被汉人修筑的

长城震撼，占据中原之后，女真人在东北的家乡也修筑了长

达 4000 公里的长城，想要挡住西面那些仍在过着游牧生活

的蒙古人。

金长城古称“金界壕”，因其内外有三道宽阔的壕沟而得

名。壕沟早已被历史的滚滚尘埃所湮没，但本存在于壕沟之

间的城墙墙体，即使被风化得只剩下一条土丘，却依旧顽强

地矗立着。然而这道仿佛固若金汤的金长城，却似乎从未发

挥过期望中的功用—它既没能拦住 13 世纪蒙古人南下的

铁蹄，也没能挡下 19 世纪俄国人东进的铁轨。

金长城研究学者彭占杰先生曾记述过一段发生于 20 世

纪中叶的对话。一位在雅鲁河畔垂钓的老人，指着正呼啸而

过的火车对他说：“这条铁路初建时 ，那里的边墙曾有（金长

城的）关门。修路时，被俄国指挥修路者全部铲平毁掉，整修

进入内蒙古：金长城与成吉思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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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路基。现在，火车通了，遗迹没了，如今连一点踪迹也看不

到了。”

我爬上土丘顶部，只见丘顶被人踩出的狭窄通路从土丘

两侧茂密的针叶林间延伸开去。当回头望向雅鲁河的方向，

我果然看到了那条与宽阔河道并肩而行的中东铁路。这座为

抵御蒙古人而生的金代长城，与 700 多年后野心勃勃的俄罗

斯人修成的铁路，就这样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奇妙交汇。

1952 年底，苏联将“二战”结束时从日本手中接收的中

东铁路交还给中国，俄国人与中东铁路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纷繁牵连才终于画上句号。然而他们给这条铁路带来的影

响却从未消失，其中就包括铁路穿越金长城、进入内蒙古后

经过的第一处聚落：成吉思汗镇。

尽管位于内蒙古，但成吉思汗镇与那位同名的蒙古英雄

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确切来说，在铁路修通之前，那附近还

只有一片荒芜。中东铁路在今呼伦贝尔境内设置了 58 座车

站，其中大多数以代号相称，都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只是为两

列火车会车时能够避让而设。位置在今成吉思汗镇旁的“38

号小站”亦是如此。

轰鸣的火车拉来了商机，因而那些曾经的中国筑路工

人，以及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的百姓，便自发在这座新

设立的 38 号车站旁定居下来，也让这里在 1902 年有了最初

的名字“新站”。但给车站正式命名时，俄国人却想起了成吉

思汗—他们习惯把金长城叫作“成吉思汗边墙”，意为阻拦

成吉思汗（蒙古人）的边境墙。于是这座内蒙古境内距成吉思

汗边墙最近的车站，在 1905 年被改称“成吉斯汉站”；1921

年，“成吉斯汉站”最终被纠正为“成吉思汗站”。

1940 年，当局决定将地名与车站名统一，都叫作“成吉

思汗”。从现在看，这着实是个充满远见卓识的决定，它给这

座主要由汉族劳工后代构成的平庸小镇带来的好处可谓源源

不尽。譬如，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为该市下辖镇）人民政府

网站在对小镇的推介中就自豪地写道：“近年来，成吉思汗镇

党委政府紧紧抓住‘成吉思汗’这个无形资产带来的巨大发

展机遇，在城镇发展进程中全力塑造蒙元文化风格，使一座

崭新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崛起在塞北大地上。”成吉思汗大概

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驾鹤西去快 800 年之后，在这个他生

前从未听过的地方，自己的名号还能继续默默做着贡献。

这句话起初让我很是费解，他们是如何做到既“崭新”又

“历史”的。然而当我跨过金长城，来到内蒙古一侧时，心中

（左图）夕阳下的成吉思汗驿站入门。

（对页图）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的金长城

烽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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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立刻烟消云散：

紧贴遗址土丘的外侧，一座崭新的“成吉思汗驿站”傲

然屹立在辽阔的草甸上，颇有与土丘对面完颜婆卢火雕像

“隔城对峙”的气势。眼前土地上插满的五彩旌旗，以及那

些成群排布的蒙古包，让我恍惚中生出一种错觉：这里不像

是代表和平与交流的驿站，倒像是“成吉思汗大军”刚扎下

的前线兵营。他们正厉兵秣马，准备跨越长城，对“婆卢火大

军”发起一轮最猛烈的攻势。

如果把这里当作成吉思汗的“驿站”，那么10 公里外的

成吉思汗镇一定就是他们的“城池”了。我开车进入镇子，先

后经过“铁木真大街”和“窝阔台路”，到达镇中心的“天骄

广场”—“天骄”的说法显然来自毛泽东那句著名诗词“一

代天骄成吉思汗”。

诗词的最后一句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然而在今朝的广场上，别说“风流人物”了，我连一个人影都

没见到。广场正前方，拥有巨大蒙古包样式穹顶的镇政府大

楼一片漆黑，职员早已下班回家。广场外的街道同样透着萧

瑟，店铺稀疏，行人寥寥，就如任何一座没能及时追赶上时代

的东北小镇一样。

为了见到“风流人物”，我走进一家写着“正宗成吉思汗

烤肉”的小餐馆。墙上挂着一幅绿油油的巨型装饰画，主题

可以概括为“风吹草低见牛羊”。我接过菜单，第一眼看到的

却是“猪五花”与“烤鸡爪”，牛羊肉蜷缩在页面一角，显然不

是最受顾客青睐的品项。

“你这真的是‘正宗成吉思汗烤肉’吗？”我指着手中的

菜单，对店主打趣道。

这位一脸胡茬、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露出了几分不好意

思的笑容，又立刻转变成一脸无奈的苦笑：“前两年，说搞蒙

古族特色的旅游能赚钱。可是俺们这旮旯儿没有蒙古族啊！

汉族，满族，都有，朝鲜族也不少，可真没几个蒙古族的。”

他若有所思地望向门外，似乎在回忆什么，接着讲述自

己的故事：“我一听，那行，不就羊肉吗，我也能烤。结果开了

店，游客没来几个，还遇上疫情了……哎，你想整点儿啥，要

么烤几串儿五花？”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毕竟五花肉才是他最

拿手的菜品。

当听到我来自青岛，店主兴奋地告诉我，他有好几个亲

戚都举家搬去了青岛生活。我并不惊讶，青岛在 21世纪的头

20 年里迎来了数十万计的东北移民，以至于某些区域通行的

语言都变成了东北话。东北人喜欢移民去青岛，除了看中青岛

的经济机会外，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正是他们的祖先

百年前“闯关东”时出发的地方吧。

106  July  2022

草甸、河流、蒙古包，成吉思汗驿站颇有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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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成吉思汗镇，我在扎兰屯市住了一晚，盘算着接下

来的行程。本计划要去满洲里，却因当地新暴发的一轮疫情

而不得不取消。作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最主要的货物通道，

满洲里的疫情从 2020 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停歇过。朋友建议

我去博克图镇找老刘聊聊。他说老刘凭着一己之力，在小镇

里打造了一座私人铁路博物馆。

博克图镇位于大兴安岭深处，雅鲁河的两条支流在此汇

合，共同奔向东南方的松嫩平原。对 100 多年前的铁路修筑

者而言，这段地势相对平缓的河谷地带，几乎是中东铁路穿

越大兴安岭唯一可能的路线，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一张

1903 年的中东铁路地图上，博克图被表示大城市的圆圈标

注，与哈尔滨、齐齐哈尔还有满洲里并列。

博克图镇的凋敝比成吉思汗镇更甚。天空阴郁，空气中

弥漫着陈腐气息，就像刚刚打开一扇密闭已久的旧仓库门。

也许是为了对抗这种凋敝，火车站候车厅的外墙被有意粉刷

成了明晃晃的鲜红，在周边灰暗建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扎

眼。外墙的颜色刚好也是映山红的颜色，每年春天，映山红都

会将镇子周围的大兴安岭山脉染成红色的海洋。

网上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20 世纪 70 年代著名少儿电

影《闪闪的红星》，片尾那段映山红漫山遍野的场景，就是在

博克图拍摄的。可惜这只是个美好的误会，《闪闪的红星》是

在江西拍摄的。但早在电影拍摄的 20 多年前，博克图就已在

另一部风靡全国的少儿电影《儿童铁路》中露了面。

1952 年，尚属中苏共管的博克图站，在机务段苏方段长

华诺夫的倡议下，一条借鉴苏联经验、全长400 米的“儿童

铁路”在车站的站前广场上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

比哈尔滨儿童公园至今仍在运行的那条还要早四年。司机、

车长、扳道工，所有工作人员都由博克图的少先队员担任。他

们开着长4米、重 7.5 吨的蒸汽机车“新儿童”号，环绕广场

一周，从“北京站”经“博克图站”一直开往“莫斯科站”。这

条儿童铁路让当年无数的博克图儿童，都把“成为铁路工人”

作为自己毕生的梦想。

我不确定同样生于20 世纪 50 年代的老刘，对铁路的

执着与热爱是否也源自儿时的这条铁路。他的“铁路博物

馆”设在当年机务段长使用过的办公室里。这是一幢样式在

博克图随处可见的俄式单层平房，20 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

栋年久失修、面临拆除的危房。老刘在拆迁前最后一刻买下

了它，为其申报了文物保护单位，并一点一点将其翻修打造成

现在的私人博物馆。如今，精心休整的楼房与对面斑驳的墙

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博物馆门前挂着两块牌匾，分别用汉语

和蒙语写着“中药材收购公司”。网上所有对这里的介绍，都

会提到这个奇妙的反差—对老刘来说，中药材收购是他养

家糊口的工作，而赚来的钱，则全都用于他的毕生爱好：中东

铁路文物保护与收藏。

博克图老刘：想要留住历史的人

（下图）老刘的铁路博物馆内部，摆满了他四处

收来的旧物件。

（对页图）博克图镇中保留至今的中东铁路扇形

机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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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正蹲在门口，和工人一起整修着地面的老式瓷砖。

他未对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表现出丝毫的厌烦，拉着我如数

家珍地介绍起自己的宝贝：“这个壁炉，是请了工匠花了好大

劲才复原的；还有这个厕所里的暖气片，你看，都是俄国人留

下来的，这家伙，全是铜的，多结实！”他用手敲击暖气片，浑

厚的响声立马回荡在狭小的厕所里。

博物馆面积并不大，却是一座中东铁路的宝库。老刘的

办公桌椅是百年前俄国铁路官员用过的，桌面上堆满了他淘

来的各式老物件，从刻着俄文的手提信号灯到苏联时期的铁

路年鉴，一应俱全。而对面那架雕着古希腊垂花饰和标准爱

奥尼亚柱头的实木衣柜，自不必说，也是俄国人留下来的。柜

子中央镶嵌的毛主席画像，默默诉说着它在中国经历的悠长

岁月。这些老家具，其实大多并非原先就在这里，而是老刘在

这 20 多年间，从周边各处“淘”来的；而其中有些物件，甚至

是他从垃圾堆里“抢救”出来的。墙上挂着一张百年前的“悉

毕利（西伯利亚在当时的音译）铁路简图”。在绘制地图的年

代，从中国境内穿过的这段中东铁路是西伯利亚铁路通往符

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唯一通道。

更大的震撼在屋外。屋里放不下的铁路机械在一旁的小

院里一字排开，而对面竟是两节完整的货车车厢！“是日本人

留下来的。”老刘说。现在车厢成了他的仓库，堆满了还没来

得及整理的藏品，也预示着他的忙碌远没有结束。其实，老刘

这些年里所做的工作，远不止小楼内外见到的这些。博克图

镇上的诸多俄式建筑，都是因为他的奔走呼吁和慷慨出资才

得以保留下来。

之后，老刘又特意带我去看了博物馆旁边的扇形车库和

水塔。博克图的扇形车库，我不曾在任何文献中看到过，然而

它竟足有 20 个库位，比拥有 15 个库位的横道河子车库规模

还要大，堪称“中东铁路第一库”。而距离镇子不远的地方，

是中东铁路著名的兴安岭隧道与螺旋展线，它们在铁路工程

上的历史意义，不亚于京张铁路的“人”字路线。

111July  2022   

黑龙江 & 内蒙古  |  China

110  July  2022

列车驶过博克图镇，宛如一幅风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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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里江畔。

（对页图）东极广场上的标志性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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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克图折回之后，我坐火车走走停停，沿着中东铁路

一直到达了黑龙江最东边与俄罗斯接壤的绥芬河。这一路

上，我见到了四座从形态到气息都跟博克图如出一辙的衰落

小镇；在沿途的餐厅里，在火车上与马路旁，五次听到当地人

告诉我：他们有亲戚或朋友搬去了青岛。这或许就是集体主

义者的终极梦想吧：人们不仅住在近乎一致的城市里，过着

相似度极高的生活，甚至就连背井离乡闯生活的去向都殊途

同归。这条窄窄的铁路，自从它建成，便将沿途居民的命运紧

紧地拴在了一起，哪怕他们在地理上相隔千山万水。

唯一遗憾的是，我的确再也没有遇见哪怕一位像老刘那

样，对这条铁路历史那么上心的人。

我从牡丹江登上去佳木斯的慢车，然后再从那里转车

去中国“东极”—抚远。我手中的 Lonely Planet《东北》

指南出版于 2018 年，书中说抚远有两家青旅，然而在我去

的时候，只剩最东青年旅舍一家还在营业。指南对它的评价

是：“因为十分热心的老板官师傅而在网络上知名度很高”但

“条件简单”。前一句已经足够成为我选择它的理由。青旅开

在一栋老式宿舍楼的三楼，楼梯两侧的墙上全是过往住客留

下的“作品”，甚至包括不少英文、日文与韩文。落款的时间

横跨近十年，却几乎在 2020 年初戛然而止，只有少数中文留

言出现在那之后。

店里只有一位年轻员工，他的南方口音与这座遥远而荒

凉的东北小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问他是否来此打工换宿。

“不是。”他平静地答道，“我是这里的老板。”

“你就是官师傅？”我有点诧异，很难相信网友口中的官

师傅竟是位南方来的年轻人。

“不，我姓刘。”

小刘告诉我，他是福建人。2020 年疫情过后，他第一次

来抚远旅游，立刻爱上了这里。“我把中国都走遍了，还没有

抚远：通向中国最东方的路

哪里让我这么喜欢，这么想留下来。”提起那段经历，他仍然

难掩兴奋，“抚远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太独一无二了，它是

中国最东边的城市，将来一定有很多游客会来，市场机会太

大了！”

于是，他找到官师傅，提出两人合伙经营，由他出资翻新

当时仍很简陋的最东青年旅舍。“他真的是个好人，实在人，

而且特别了解抚远。”他跟我解释自己选择与官师傅合作的

原因，“有他，再加上我的经营头脑和眼界，我相信青旅肯定

能做起来。”

2020 年下半年，经历了年初那波疫情之后，旅游业曾有

过一轮短暂的复苏，每个从业者都对未来信心十足。小刘也

不例外，没太多犹豫，他就带着自己全部的积蓄搬来了抚远。

他拆掉了之前隔断出的一部分房间，打造出一块宽阔的公共

区域，又用简约却时尚的桌椅替换掉之前的旧家具。翻新后

的青旅虽远谈不上奢华，但绝对可以算是干净又舒适。

吃过晚餐回到青旅，在大厅我第一次见到官师傅：一位

朴实的中年男人，带着一种东北人特有的热情劲，完全就是

我想象中的样子。他正在给店里的一对上海老夫妇规划第二

天包车去黑瞎子岛的行程。黑瞎子岛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

之间的一个岛系，也是绝大多数游客来抚远的主要原因。在

2008 年中国将它的西半边从俄罗斯收回之后，这个貌不惊

人的三角洲，就成为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版图上最东方的一

隅，承担着“迎来中国第一缕阳光”的重任。

官师傅问我是否要跟他们一起，并报出一个让人难以置

信的价格：200 元一车，还包含去乌苏里江边几座临近小镇

的行程。从抚远城区前往黑瞎子岛足有 40 公里的路程，再加

上额外的那几段行程，往返上百公里，全程走下来要一整天

的时间。减去油费与车辆折旧，官师傅，这位对周边了如指掌

的资深向导，一天的收入可能少之又少。“我不为了赚钱，就

是图个开心。”他说。

然而包车费用并不是所有我需要考虑的因素—根据

指南书上的信息，想要登上黑瞎子岛，除观光车票外，还必须

强制购买岛上全部三个景点的门票，总价高达 270 元 / 人。

我跟官师傅提起这件事，方得知“天价门票”已被取缔了，现

在只需花几十块钱，就能亲自站在中国最东的领土上。他解

释说：“其实门票最早也不是那么贵的。2017 年，他们把整个

岛都承包给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可没想到对方接手后，先把

登岛的门票翻了几倍。而抚远本地政府却因合同条款对此束

手无策，直到新领导上任，他借着疫情的理由，硬把经营权收

回来了。我听说那家公司还要跟他打官司呢！”

这下，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不跟他去黑瞎子岛的理由了。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官师傅开着他的旧车，带着他的三



位乘客，驶上了通往黑瞎子岛的 102 国道。出城的路上一片

混乱，超载的货车、老旧的人力三轮车，全都肆意穿行在本就

不宽阔的路面上。

“这个人大概也要去黑瞎子岛。”官师傅突然转头，对我

们说道。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位高大又精壮的老人

站在路边。他穿着破旧的红色连体衣，戴着骑行头盔，活像不

知因何流落到东北的老年版蜘蛛侠。更让人疑惑的是，尽管

有如此一身专业的骑行装束，可他身旁并没有自行车。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官师傅已麻利地停下了车。他降

下右边车窗，问那人：“你要去黑瞎子岛吗？”对方点点头。

“我可以带你去，但不是免费的。我是搞旅游的，这辆车被他

们三个包了，车费一共 200 块。你要来呢，就跟他们摊，一个

人是 50 块，我不多赚钱。”他进一步解释。

这番操作让车上的三个人都大为震惊—我想不出，他

有什么动机去做这件对四名乘客都有利，却只会给自己带来

额外负担的事情。车外的老人无疑也没料到会是这样，但从

他不假思索就上了车来看，50 块一天的价格，显然也远低于

他的预期。

“你是骑车的吗？”还没待我开口，上海阿姨已抢先对老

人发问。

“对的！我一路骑过来的，昨天车刚好坏了，我就去火车

站把它托运走了。”

“从哪里骑来的？”“上海！”

然而比起老乡相认，上海阿姨显然对“骑车从上海到抚

远”这件事更加震惊：“你骑了多久？”

“48天！”老人的每一句回答都声如洪钟，透着十足的

中气。

我不由转又仔细打量这位“蜘蛛侠”大叔。从他脸上的

皱纹推测，年龄应该已过花甲，但连体衣下的身材堪比健身

房里的年轻人。“您今年高寿？”我问。“你猜！”他露出神秘

的笑容。

“60？”对于老人的年龄，猜得小一些总没错。更何况，

他做的事情也远不像更大年纪的人能做到的。

“我今年 66了！”

老人讲起他这一路上的经历，从如何做行前准备，到如

何坐渡轮横渡渤海湾，一直到如何冒着大雨骑完到抚远的最

后一段路程……我突然感到有些庆幸，因为抚远的交通实在

不方便，我差一点就打算租车来走这段路。但假如真租了车

的话，我大概就没有机会跟官师傅走这一趟行程，更没机会听

“蜘蛛侠”老先生娓娓道来自己的传奇经历了吧。

官师傅先带我们去了东极广场，在黑瞎子岛收回前，这

里是中国实际控制领土的最东点。接着来到号称“东方第一

镇”的抓吉镇（已更名为乌苏镇），这座中国最东的镇子，是

他的“私藏”目的地，镇上的抓吉邮政支局是中国的“最东邮

局”。再之后，他把我们带到了黑瞎子岛的入口，我们需要在

那里换乘景区观光车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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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车缓缓驶上连接大陆与黑瞎子岛的乌苏大桥，

这是黑瞎子岛被收回后才修建的。湛蓝的黑龙江抚远水道

（即通江）从桥下掠过。在几十年的时间中，这条狭长的水

道都曾是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国界。除了几乎看不到人类

的痕迹，岛上目前的风貌其实同抚远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

区别。第一个停车点是岛上的湿地公园，车上的游客大都

直奔公园入口而去，我一回头，却看见一座典型苏联风格

的楼房孤独矗立在丛林中—那是俄罗斯边防军人曾经

的营房，也是岛西侧为数不多的俄罗斯遗迹之一。

游览车接下来便直奔东极宝塔而去，对于地理爱好

者而言，很少有地方能像那里一样，给人带来全方位的兴

奋。尽管宝塔距离实际的“中国领土最东端”尚有几百米

远，但那里已经是游客可以到达的“东极之点”了。登塔远

眺边境两侧，中俄的两座哨所都可尽收眼底，甚至还能望

见天际线尽头处那一整排鳞次栉比的高层楼房，那就是乌

苏里江对岸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

手 机定位软件显示东极宝塔的经度是东经

134°44′44.880″—比代表北京时间的东经 120°经

线要更靠东近一个时区，因此这里的真实“地理时间”比

北京时间早了几乎一个小时：尽管手表上显示时间为中午

12 点，然而太阳已明显处在下午 1点的方位。事实上，在

几百米外的俄罗斯领土上，此刻的“法定时间”已经是下

午2点，比北京时间早了整整两个小时—两侧的法定时

间，其实都跟这里的实际时间相差了一个小时。

从划分内蒙古与黑龙江的金长城，再到黑瞎子岛上的

这条当代国界线，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边界”究竟是

什么？其实所谓“边界”，不过就是一条人为画出来的线。

也许两侧的文化会有所区隔，可自然却并不会对它有丝毫

的理会，那不过只是一条毫无意义的线—跨过金长城，

并不意味着那里的羊就会变得更好吃；跨过黑瞎子岛上的

国界线，哪怕手表需要拨快两小时，但太阳所在的方位却

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与此正相反的是，铁路、公路等设施

都在打破人为的藩篱，让相隔千里的人们过上越来越相似

的生活。如果说这趟东北之行有让我领悟到什么的话，这

可以算是最有启示性的一点吧。

张侃 永远好奇心过剩的职业旅行者，开

车走过四大洲 50 多国。兴趣包括民族、

宗教、边境、历史……在不能出国的日子

里，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就成为他最想要

探访的目的地。微信公众号 行男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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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瞎子岛感受“中国东极”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