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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临近，林海飞雪，寒江生雾，北国龙
江一派壮美冰雪风光。冰雪是黑龙江省得天独厚的
旅游资源，今年春节期间，黑龙江省旅游局精心编
制了“大美龙江”,-)#蛇年春节旅游精品线路。

九大冰雪风情、三十五大冰雪佳境和十条冰雪
旅游线路，涵盖了黑龙江省重点打造的 )" 个旅游
名镇。冰雪生态、北方年俗、中俄边境风情等新项
目，将会给游人带来更多的新体验。

记者从旅游部门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旅游团
的报名情况十分火爆。由于今冬黑龙江雪量大、雪
质好，为冰雪旅游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大
批江苏、浙江、江西、广东、俄罗斯和泰国的游客
扎堆黑龙江。仅以大海林“中国雪乡”景区为例，
游客预订量同比增加了一倍，不仅独具特色的农家
家庭旅馆一床难求，多家旅游接待中心和酒店的床
位也已基本预订出去了。

滑雪度假是黑龙江传统的旅游项目，在以亚布
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为代表的黑龙江 #-家滑雪场，游
客体验国际一流水平的滑雪设施，感受追风逐雪的
激情和浪漫。黑龙江省各大雪场全力打造中国最具
特色的滑雪旅游胜地，牡丹江横道滑雪场、亚布力雅
旺斯滑雪场、大兴安岭映山红滑雪场等今年冬季的
游客数量正在迅猛增长。

哈尔滨的冰雪艺术闻名中外、百变常新。今年的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梦幻林海雪原，神奇冰雪动
漫”为主题，总用冰量 )'万立方米、用雪量 )! 万立
方米，景区还引入迪斯尼动漫元素，为游人赏冰玩雪
增添了乐趣，同时游人还能体验到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太阳岛雪博会、冰灯艺术游园会等冰雪景观。

要想体验黑龙江的壮美，一定要到伊春、大兴
安岭、北极村、华夏东极抚远黑瞎子岛、林口百里
雾凇谷等远离都市的郊野，在大小兴安岭穿越雪
林、骑马狩猎，跨林海，过雪原，看雪松，赏雾

凇，游雪景，迎接中国雪原第一缕阳
光，走进恢弘壮美的北国冰雪天地，

开阔胸怀，激扬壮志。
在黑龙江，游客还可以体验

到中西合璧的人文风情。与北极
村芬兰圣诞老人一起坐麋鹿雪

橇，在绥化“朱家大院”，
感悟黑龙江历经岁月磨

练、沧桑传奇的历
史文化，参加赫哲
人世代相传的冰
捕、鄂伦春人冬钓，在伏尔加庄园赏歌舞、品
美酒，享受俄式大餐，在绥芬河、黑河等边境
小城过一个别样的春节。

除了传统的航空和公路，去年 ),月 )日
开通的哈大高铁为今年的旅游增加新的出行
方式。“上午在哈尔滨看冰情雪韵，中午在大
连品尝美味海鲜，下午在沈阳畅游历史古迹，
晚上到长春听二人转”，一日游遍四大城市的
梦想成为现实。高铁压缩了东北地区景点和
景点之间的物理距离，让关内游客来东北旅
游更加省时省力。多时段发车、票价经济实
惠、站点分布合理，可以让游客在有限的时
间内游览更多的城市，实现了东北旅游的
“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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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黑龙江近 ,-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最低
气温可达到零下 #-摄氏度。一个下雪日，朋友打来
电话，乐滋滋地说，阿成老师，我请你到乡下吃杀猪
菜。身为饮食男女，怎可不去。

杀猪菜是黑龙江人的最爱。倘若乡里有人家杀年
猪，那便是乡党的盛大节日了，所有的人都会应邀到
杀猪人家大啖一番。

腊月的一大清早，我们到了“八拜”乡，从乡名
便知，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且不管它。接着，吉
普车拐进一条窄且倾斜着的雪路。

杀猪一家的院子很大，有两只凶恶的大狗见了吉
普车便向之狂吠。我们将车停在院子一隅。一下车，
冲入眼帘的便是那口垒在院子当中的八仞大铁锅，野
灶由陋坯垒成，八仞大锅悍然屹立之上，锅底下几根
粗大的糙柴烧得正好，风吹火势，呼呼兮，捧锅而
燃。锅里面正嘟嘟地炖着酸菜五花肉、狰狞壮骨和紫
色血肠，热气腾腾，傲然兮不可一世。妈亲吔，这纯
粹的土法烹饪真是久违啦。

几位被让到屋里。而今的农村乡宅真的是好多
了，虽然横看竖看，依然是乡下的风情，但城里人有
的家电之类也一应俱全。入乡随俗，几位脱鞋上炕。
东北的火炕就是好呵，热热乎乎，顿时城里人的矜持
与警惕一扫而光了。人只有半卧在火炕上才知道此时
此刻您是多么的需要火炕啊。

原以为就我们几个来吃杀猪菜，看到好几间屋子
里都摆了桌子，才知道杀猪人家请了不少的客，我们
不过是一桌中的半桌而已。抽烟抽烟，拱手拱手，喝
茶喝茶，谢了谢了。跟着，各式杀猪菜就上来了。屈
身一看，有喝白酒的护心肉、拼酒的拆骨肉、牛哄哄

的大骨头棒、奸诈可爱的肥肠、片片有弹性的烀猪
心、干腻奇香的手掰肝儿，以及传统的酸菜粉条炖冻
豆腐，满满一大桌子上就一个素菜———拍黄瓜。女主
人说，啤酒怕喝着凉，俺事先倒放在了火炕上一溜，
热乎热乎再喝，好。毕竟是新杀的猪，随便一款放到
口中一嚼，哥，真香啊。

几位正吃在兴头上，突然又拥进来一伙人，七长
八短，或肥或瘦，个个的身上都喷着雪地的寒气。再
加一桌！同志哥，您可记得春运时候的客运火车吗？
拥挤之状就是如此。虽然彼此并不认识，但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坐下坐下，酒，满上满上，不及款叙，开
造！呱叽山响，酒声吱吱。虽然说现代人的保健意识
强了，可是身临其境，无以自拔。便自我安慰说，没
事儿，就一顿。

我悄声地问朋友，你哪儿来的这些朋友。朋友
说，阿成老师，这些都是我的远近亲戚呀。我奇怪起
来，说，我可不是呀。他说，我知道你不是，但把你
找来是摆给他们看的。再说，作家就点儿多深入生活
嘛。我委屈地说，我吃能吃多少？他狡猾地笑了，
说，老师，有安排，有安排，放心吧。

吃足了，便起身先撤了。这一撤，屋子里的后来
者顿时解放般地宽松起来。来到屋外，见院子里人来
人往，零下 #-摄氏度之严寒下，竟有穿短袖的小伙
子大摇大摆地去院角处的厕所方便。但车子往外出就
困难了，后来的车子已把我们堵在里面。于是，两个
只穿着单衬衫的小伙子开始指挥调度。我不禁感慨起
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呵。

临走之前，杀猪人家让我们捎上一个亲属家的小
孩儿。行驶的车上，我问他，小朋友，你怎么走哇？
他说，我以为有意思，其实没意思。然后他又问我，
叔，你认为有意思吗？我说，太有意思了。他说，
哦。

杀 猪 菜
阿 成

) 月 ,# 日晚 ' 时，北京人张女士手持一张 "-

元的入场门票，走进海南省国际会展中心，对号入
座静待风靡世界的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上演。

张女士在海南已购置房产，去年 )-月，她随“候
鸟”大潮飞往海南“猫冬”。从报纸上得知《妈妈咪呀》
元月下旬在海口连续演出 !场，票价也便宜。于是，她
前往海口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购票。她在这里获得一
张第二届海口之春旅游艺术节的节目单，方知《妈妈
咪呀》只是该旅游艺术节 #-场精品演出中的剧目之
一，除此之外还有李玉刚领衔的《四美图》、龚琳娜专
场演出、郑绪岚时光倒流 #-年怀旧金曲演唱会、美国
弗拉门戈舞蹈、《鄂尔多斯的婚礼》、印度宝莱坞歌舞
剧《泰姬快车》、《舞动南美》、纪念中德建交 %-周年新
年音乐会等，而观赏这些高品位的精品演出也不用担
心“囊中羞涩”，因为每个演出场次的票价是 "-元至
%'-元。“特别期待 #月份杨丽萍老师的舞剧《孔雀》，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看。”张女士告诉记者。

在张女士居住的小区，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候
鸟”。过去，海口因缺少丰富的夜间文化生活，许多
人在此稍作停留后继续南飞至三亚。现如今，“白天
看景、晚上看剧”成了许多海口游客的口头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者被
一座旅游城市所吸引，除了大自然赋予的旖旎风
光，能引起内心共鸣的仍是这座城市所独有的人文
气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一台好的演出尚能
助推一个城市品牌的提升，一个长达半年的演出
季，无疑使“海口之春”旅游艺术节在游客和市民
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者获悉，,-))年 ),月至 ,-),年 ,月，海口
成功举办了首届“海口之春”旅游艺术节。,-),

年，为了平衡预热 ,-), 年冬季和 ,-)#

年春季旅游，开发新颖持久的专题旅游
产品，海口继续举办第二届，
并提前至 )- 月上演，将演出
周期延长至半年，时间横
跨海南旅游旺季，为海口
这座省会城市增添了逗留
的“旅游吸引物”。

业内专家认
为，相对于
北京、上海
这 些 城 市 ，
海南文化氛
围不能算是

浓厚，作为国际旅游岛中心城市
的海口，应多打造一些类似的文
艺演出盛宴，保持平民化票价，
使文化真正利民惠民。专家建
议，在剧目引进中可考虑到学
校、企事业单位、退休干部等特
定群体的潜在观众，打造一个真
正适合各种人群的演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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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两万多只白天鹅在河南三门

峡市和山西平陆县交界的黄河湿地“约会”，

吸引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据了解，目前，我

国大陆地区大约有四类天鹅，分别为黑天鹅、疣鼻天鹅、

小天鹅、大天鹅。在黄河湿地越冬的天鹅为大天鹅类，即

白天鹅。每年此时，上万只白天鹅在田埂里、水面上嬉戏，

很远就能听到它们“咕咕”的欢叫声，更多的白天鹅则是

到河道觅食或附近水库叼鱼去了。这些白天鹅来自西伯

利亚，每年10月份从北方飞越1500—2000公里来到这

里安家过冬，到来年3月份再飞回它们的故乡。

两万只白天鹅“约会”黄河湿地
王 彬 黄守部文/图

观西班牙弗拉明戈舞
冯 霄文 于世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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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看西班牙《弗拉明戈组舞》1 这让我回忆起 !

年前在西班牙第一次看弗拉明戈舞的情景。
在马德里看一场弗拉明戈舞表演，门票 #2欧元。市中心一条小巷中

的一个小剧场，小小的舞台上坐着两个吉他手，随着吉他伴奏，传出一个
男歌手的高亢的歌声，#位身着不同色彩长裙、手持响板的舞娘款款走向
舞台中央。她们转动腰部、手臂和手腕，撩起长长的裙摆变换着舞步，变换
着响板和踢踏地板的节奏。舞娘们开始表演独舞了，清脆的响指伴以热情
洋溢的肢体动作，舞动的裙摆宛如正在绽放的火红的花朵。男演员的踢踏
动作更为复杂与强烈，舞至高潮时大汗淋漓，他们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和含
有挑衅性的舞蹈颇具征服力。“345！”喝彩声响个不停。

弗拉明戈舞是融舞蹈、歌唱、吉他伴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与斗牛、足
球并称为西班牙三大国粹。弗拉明戈的古典音乐有 !-多种。歌曲分为三
类：一是深歌，男声用沙哑的声音唱，深沉而隽永，具有浓重的东方色彩；二
是轻歌，装饰音较多的欢快流畅的歌声，吸收了拉丁美洲音乐的元素；三是
介于深歌与轻歌之间的中庸之歌。我们曾在塞维利亚听到过深歌，那是一
天晚上从一家小酒馆里传出来的歌声：“吉他……在哭泣，黎明的酒杯……
已打碎”，一个粗哑的男声，好像在撕心裂肺地哭诉失恋的凄情。

两次欣赏弗拉明戈舞表演，都看见舞蹈演员和歌手表情忧郁、愤懑，
紧皱眉头，歌手以沙哑与撕裂的嗓音在歌唱，这种特点与其产生的背景密

切相关。弗拉明戈（647859:;）来自两个阿拉
伯语的词汇：6547<=农夫>和 ?59<@=流浪的>，
这两个词合起来就是“逃亡的农夫”。("世纪
末，移居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吉普
赛人颇受歧视，法律禁止他们从事农耕之外
的行业，将他们驱逐到山区。吉普赛人便以
自己的歌舞表达抗争。如今弗拉明戈舞演员
多为中老年人，他们阅历丰富，表演富有感
染力，耐人品味。

近年来，弗拉明戈舞
在亚洲各国颇受青睐，作为
一种娱乐健身方式被忙碌
的现代人追寻着。在日本、
韩国和我国上海、香港及
台湾地区，弗拉明戈舞蹈
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时至隆冬，我来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国交界
的新疆昭苏县。昭苏是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伊犁
马发源地，曾在 ,--#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天马
之乡”。早在公元前 (-"年，汉武帝得乌孙马，命
名曰“天马”，并谱写了《西极天马之歌》：“天
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
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昭苏县有精良的汗血宝马和历经千年的天马
文化。在昭苏大草原上，随处可见骑马的哈萨克
牧民潇洒着从眼前掠过，有匹威武高大的骏马，

毛色光泽漂亮，长
相俊美秀丽，眼大
有神，额前有白
章，悍威至极，仿
佛在向世人诉说走

过的漫长岁月。
伊犁马以哈萨克马为基础，混入俄国奥尔洛

夫、顿河、布琼尼以及土库曼斯坦的阿哈捷金马
的血液。今天，昭苏伊犁马又展现出了新的风姿：
四肢强健有力，头颈高昂，浑身披着闪着光的枣
红色毛。新疆有首民歌唱道：“骑马要骑伊犁
马。”人骑在高头大马上，神清气爽，霸气十足。

在银光闪闪的草原上，一匹枣红色的骏马吸
引住了我们的眼球，它毛泛淡金，器宇轩昂，铁
蹄劲踏，呼啸而驰，随后驻在跟前。平生第一次

与汗血宝马近距离接触，激动的心情难以按捺。
听马的主人告诉我们，汗血宝马本名叫阿哈捷金，
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马种，具有无穷的持久力和耐
力，能长距离的骑乘，狂奔时身上会流出血一样
的汗水，亚历山大·马其顿和成吉思汗都曾以它为
坐骑。到昭苏才知道汗血宝马流“汗血”，是因为
奔跑劳累流出的汗液与毛色混杂一起，便呈现出
鲜红如血的颜色。也有专家认为，“汗血”是受
寄生虫的影响，在马奔跑时，寄生虫将马颈上的
血管撑破，而流出鲜血。昭苏天马头细颈高，四
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盈，天生丽质，鬃毛
一甩，帅气逼人。看着一匹匹骏马叫嚣着，奔驰
着，欢腾着，铿锵的劲蹄踏过巍峨的天山，涉过
无边的草原，真是狂飙怒卷，电闪雷鸣，惊心动
魄，撼天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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