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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渔村声名远扬

黑龙江省抚远市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位
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这里被
称为“东极第一村”，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抵
边行政村。抓吉村每年都会迎来一批批到这
儿寻“东”的客人。

走进抓吉，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两侧，整
齐排列着圆木搭建的木屋，还有红瓦黄墙的
小洋房，掩映在杏树、云杉和白桦树间。渔
家乐餐厅、赫哲手工艺品店、莫日根广场，
洋溢着浓浓的赫哲风情。如果从上空俯瞰，
村路把抓吉围起来，轮廓像一条鱼，正是这
个民族的象征。

抓吉村赫哲民俗展览馆内，曹畅正在为
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赫哲族民俗文化。她穿
着一身绿色的民族服装，领口、衣襟和裙摆
上都绣着精美云纹。“这种用桦树干和树枝、
兽皮搭成的圆锥形小屋叫‘撮罗子’，是赫哲
人过去的‘房子’……”

2016 年，这个 20 多岁的赫哲族姑娘大学
毕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爷爷奶奶就住
在这儿，小时候经常来抓吉村玩。”曹畅说。
她现在担任抓吉村文化站站长，并承担民俗
展览馆的部分讲解工作。

“你现在看到的这块儿都是新区，以前大
家都住老区。喏！就是这儿。”曹畅指着展板上
的一幅黑白照片。从照片上看，老区离新区不
远，“但老区在乌苏里江边上，一来洪水，乡亲
们的房子容易被冲垮。那里的基础设施也不
好。我们这儿的冬天，三四点天就黑了。还记得
小时候，逢年过节回抓吉，奶奶就会从商店给
我拿好看的小灯笼，但我走几步就不敢往外走
了，那时候没有路灯，路上特黑。”

在老一辈赫哲人的记忆中，关于抓吉村
的印象可能更为残破：终日与煤柈为伍，村
内道路晴天“扬灰”，雨天“和泥”，全村人
主要靠捕鱼维持生活。

为改变小渔村的落后面貌，在国家兴边
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的支持
下，抚远市结合“乌苏里船歌风光带规划”，
积极引导渔民转产上岸。2014 年，随着“赫
哲民族风情村”建成并投入使用，村民告别
了老区，搬入了通电、通水、通宽带和集中
供热、无线网络全覆盖的新区。而立足赫哲
文化发展旅游，则让抓吉一下子火了。

“赫哲族人口少，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抓吉
村又在祖国最东边儿，非常偏远。没想到，如今
这些都成为了抓吉的特色与亮点。”抓吉村的
变化吸引了曹畅这样的大学生。“找工作的时

候，抚远市广播局让我去做播音员，我犹
豫了一下，还是决定留在抓吉。这里需要
年轻人留下来传播民族文化。”曹畅说。

中午，村里的东极赫哲鱼馆开始热闹
起来，40 多岁的赫哲族老板娘曹丽伟在厨
房忙前忙后。

作为抓吉村村民，曹丽伟 17 岁开始出
江打鱼。2016 年，曹丽伟弃渔上岸。做点
什么呢？村干部给曹丽伟支招：“村里旅游
发展起来了，要不你开个农家乐，让大家
伙儿体验体验赫哲族饮食文化。”

凭借多年来对江鱼的了解，2017 年，曹
丽伟和丈夫在村里开了家鱼馆，这也是抓吉
村第一家鱼馆。丈夫负责杀鱼、洗鱼，她负责
做。“塔拉哈”（赫哲语：烤生鱼）、炒毛鱼、炖
鱼、炸鱼、煎鱼……无论是赫哲族传统风味
还是日常大众口味，曹丽伟都能做得有滋有
味。“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收入三四千元，没
有过去打鱼那么辛苦，那么危险。”曹丽伟
说。“北京、上海、广州……哪儿的游客都
有。”如今，抓吉村已有9家鱼馆，“旅游鱼”让
村民年年有余。

2019年，抓吉赫哲族村共接待游客5万
多人次。“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们的抓
吉村也被更多人知晓，赫哲文化深受游客
喜爱。”曹丽伟说。

多民族携手致富

赫哲族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与汉族、
满族、朝鲜族等多民族杂居共处，长期的
共同生活让三江大地上的人们亲如一家。

“那时候，赫哲人教汉族人养殖狩猎，汉
族人教赫哲人种田耕地。”在同江市街津口
赫哲族乡渔业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继伟对赫
哲族的历史了然于心，“不过我是蒙古族。”

在记者诧异的眼光中，张继伟接着
说：“后来，由于渔业资源紧张，为了保护
生态环境，赫哲族都转产上岸了，不打鱼
了，赫哲人干什么？这时候就需要大家伙
都帮一把。”

张继伟带着记者去了他的帮扶对象何
淑艳家。

和绝大多数赫哲人一样，何淑艳夫妻二
人过去以捕鱼为生。然而，心脏病、高血压、
脑梗……这些疾病压得何淑艳喘不过气，外
出打鱼不再可能，家庭也因此致贫。

“吃药住院开销大，家里攒不下钱，身
体不好，精神也不好。”何淑艳说。

张继伟虽然长得人高马大，但心思细密。他
多次到何淑艳家走访聊天，了解实际情况后，首

先解决了何淑艳医保看病报销的后顾之忧，又安
排合适的工作鼓励她恢复对生活的信心。

“没有想到，我上次住院，出院报销自费
只花了三四块钱，有时候拿药还花不到一块
钱。”村里还让何淑艳做卫生监督员。每个月
有了固定收入，再加上自家土地的分红，何
淑艳的日子越过越好，人也越来越精神。

张继伟说，在街津口赫哲族乡，贫困人
口早在 2019 年已全部脱贫。“不论是汉族、
赫哲族、俄罗斯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大家
都是一家人，都得一块儿帮。”张继伟说。

做卫生监督员，每天都得在村子里检
查，看路上有没有垃圾。在一趟又一趟巡村
中，何淑艳猛然发现村子变得和过去大不一
样。放眼望去，崭新的木屋整齐分布在道路
两侧，房顶是尖尖的三角形，房屋外立面
上，绘有以赫哲族传说和渔猎生活为题材的
各式壁画，这里已变身成街津口乡打造的

“壁画小镇”。
除了旅游业，街津口赫哲族乡还大力发

展寒地玫瑰、中草药种植、红柳种植等特色
产业，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同时，
每一项收入都有一定分红惠及到贫困户。

汉族小伙迟庆华在退伍后回到乡里务
农，“那时候各种各的，我感觉就这么下去
也不是回事。”迟庆华说。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抚远时
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
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
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

总书记一语点透有心人。迟庆华和三个朋
友一合计，在街津口成立了绿农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更适合散农，购买化肥、
种子的成本相对较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收
益会更高。”他们还以“合作社+贫困户”形式，
引导贫困户带地入股创收。第一年，效益立竿
见影，第二年，有不少村民主动要求入社。

2017 年，绿农合作社决定拿出 200 亩地
种植玫瑰。“同江市有很多地方都试种了，
但只有我们这儿的玫瑰存活了。”迟庆华感
到幸运，2018年他们推出玫瑰茶、玫瑰蜜等
产品，全年增收60万元，也带动了赫哲乡民
致富的积极性，“60 多岁的赫哲老太太，在
我们这儿帮着采摘玫瑰，一天都能挣200多块
钱。今年，我们打算扩大玫瑰的种植面积，实
现玫瑰产品的深加工，有钱大家一块儿挣。”

伊玛堪后继有人

在同江市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赫哲族
伊玛堪传承人吴桂凤正在带领八岔民间表演

团队成员学习演唱赫哲族民歌 《想情郎》。
吴桂凤介绍，当年，《乌苏里船歌》 曲调作
者采风时，被这首赫哲族传统小调深深吸
引，然后填词编唱，让全国人民听到了赫哲
人甜蜜幸福的心声。

伊玛堪是赫哲族的一种徒口叙述，以说
唱结合的方式，来表现赫哲族的历史、传说
和风俗习惯。不过，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作为赫哲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象征
的伊玛堪，遭遇了传承困境。2006年，伊玛
堪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11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会伊玛堪的也就一二十人，主要都是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伊玛堪另一位
传承人尤文兰说，“赫哲族人口本来就少，
会伊玛堪的人少，愿意学的更少，照这样下
去，以后就没人会了。”尤文兰说，不担心
是假。

好在，许多人都意识到保护传承赫哲文
化的重要性，像刘蕾这样的赫哲族人大代表
就把赫哲族的心愿带到了人民大会堂。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2012 年底，乡里
成立了伊玛堪传习所，一方面对赫哲族的传
统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邀请非遗
传承人进站授课。”街津口赫哲族乡文化站
站长吴宝利对记者说。

乡里还成立了伊玛堪艺术团，主要从事
赫哲族歌舞节目的编排和表演。“团里有 14
个成员，都是专职的伊玛堪说唱表演者。天
气好的时候，上午10时和下午2时会在村里
的文化广场进行演出，一方面丰富村民的业
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向全国各地的游客
展示赫哲族文化。”张继伟说。

前些年，为鼓励更多人学习伊玛堪，同
江市还给予参加学员现金奖励。“不过如
今，不用这种激励，大家也都会自发来
学。”尤文兰说，“学生明显变多了，前些年
我还年轻，能出远门儿，经常受邀去讲课、
演出，包括抚远、牡丹江、哈尔滨甚至俄罗
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对伊玛堪都非常重
视，我现在不担心了！”尤文兰说。

伊玛堪的传承，基础在语言。街津口赫
哲族乡中心学校教师毕立勇用十几年的时
间，把乡里还能说赫哲话的老人拜访了个
遍，整理出包含1000多个词汇的简明赫哲语
教材。如今，他做起了专职赫哲语老师，保
证每周至少给每个班级上一堂赫哲语课。

尤文兰老人为我们现场表演了一段伊玛
堪，在她卧室的床头柜上，还摆放着习近平
总书记看望赫哲族群众的照片，当时她也在
场。“习总书记来的那年，大家伙还专门表

演了伊玛堪说唱。他赞扬赫哲族历史悠久、
文化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艺术
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有了总书记的
鼓励，我们更有信心把伊玛堪传承下来。”

尤文兰老人的孙子今年 9 岁，从小跟着
她学习伊玛堪，已经能表演一些经典曲目，
还跟着她参加过几次表演，上过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的节目。“我也要做赫哲民间文化的
传承人！”稚嫩的童音在房间里回荡……

走进中国北方现存唯一渔猎民族——

乌苏里江畔，赫哲人走上幸福路
本报记者 何欣禹

记者手记

车子在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上行驶，从黑龙江佳木斯、同江、饶河至抚
远，一路都有赫哲人聚居的痕迹。他们追逐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奔涌的
浪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独特的渔猎文化。

新中国成立前，赫哲族仅存300余人。如今，安居乐业的赫哲族，总人口数

已增长至5000多人。“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
网，船儿满江鱼满舱。”一首《乌苏里船歌》，唱的正是赫哲人的幸福生活。

从单一捕捞到渔农并重，再到当前多业并举的跨越式变迁，赫哲族人坚守
古老技艺，传承民族文化，与各民族一道，开启了拥抱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学员在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练习学员在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练习
演唱伊玛堪演唱伊玛堪。。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赫哲
新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赫哲
新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11岁的
赫哲族女孩王淋瑶（右）和母亲赵俊在江边用
赫哲语唱民歌。 张 涛摄 （新华社发）

▼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11岁的
赫哲族女孩王淋瑶（右）和母亲赵俊在江边用
赫哲语唱民歌。 张 涛摄 （新华社发）

▲▲抓吉镇赫哲族学校的学生在体育课上进行抓吉镇赫哲族学校的学生在体育课上进行
““鱼王角力鱼王角力””活动活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谢剑飞摄摄

▲游客在同江赫哲冰雪嘉年华体验泼雪
成冰。 同江市委宣传部供图
▲▲游客在同江赫哲冰雪嘉年华体验泼雪
成冰。 同江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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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踏上黑土地，连
日 阴 雨 使 气 温 陡 降 了 好 几
度，站在同江市三江口南岸
的观景台上，能看见西来的
松花江和北来的黑龙江亲密
交汇，再蜿蜒向东流去。那
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古老
而智慧的赫哲族也如这滔滔
江水，亲密汇入中华民族的
浩瀚历史长河中。悠久而厚
重的渔猎文明更是中华文明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赫哲族与多
民族杂居共处，和睦相处。
他们学会了精耕细作，也将
渔猎技艺传递给其他民族。
他们有着东北人热情仗义的
性格。在这里，互帮互助的故
事早已成为寻常。采访中，他
们从不刻意提起自己是哪个
民族，大家都是一家人。

赫哲族是五小民族之一，新中国成立时
仅有300多人，如今增长至5000余人。这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是赫哲人告别原始渔猎
生活、过上幸福安稳日子的一种佐证。如今，
他们可以吃“旅游饭”、吃“直播饭”、吃“现代
农业饭”。悠久的渔猎文明得以传承，成为发
展旅游的亮点，成为赫哲族的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赫哲人的转
产上岸、脱贫致富、文化保护与传承，离不
开赫哲人的勇敢与智慧，更离不开各族人民
的共同努力。正因为这样的团结、这样的努
力，让我们相信：在中国人越来越美好的生
活图景里，每个民族都能大放光彩。

我想，我体会到了民族团结的真正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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