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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满清入主中原，

先后有 4位皇帝、10

次东巡到东北地区，

史家称之为“东巡祭

祖”。开“东巡祭祖”先河的正是清圣祖康熙，

康熙曾两次巡幸到今天的吉林市。

清初，吉林市地方叫吉林乌拉（乌喇、兀

喇、兀拉)，位置即今天的吉林市老城，也称船

厂。康熙十五年，因为这里有松花江水道，便

于调动兵力和粮食物资，朝廷命宁古塔（今黑

龙江宁安市）将军移驻于此，改称吉林将军。

此时，黑龙江将军尚未设立，在东北地区，除盛

京（沈阳）将军所辖辽宁的大部分地区外，广大

的吉林、黑龙江地区都归吉林将军管辖。

1681年，康熙平定了历时8年的“三藩之

乱”。次年正月十四日，康熙大宴群臣，下谕：

四海平定，国势安宁，朕要出京巡视地方。《清

实录》记:“癸巳，上以云南底定，海宇荡平，躬

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命皇太子胤礽随

驾。”1682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康熙在大队人

马的扈从下，由京城起驾，开始了他第二次东

巡之旅。

此次康熙帝东巡，随从的有太子、后妃、亲

王、重臣、兵丁等共约7万人。在这7万随从

中，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就是比利时传教士、大

清国钦天监监副南怀仁。说他特殊，因为他是

7万人的队伍中唯一一个白皮肤、黄头发的外

国人。因为南怀仁的扈从，康熙的第二次东巡

多了一份记载，吉林地方多了一份历史记忆，

也有一个外国人站在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和记

录吉林乌拉这块土地。

南怀仁，比利时人，译名费基南德·费比

斯特。1623年 10月 9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

塞尔，清顺治十五年（1658）来华。起汉语名

南怀仁，字敦伯，又字勋卿。因善历法，懂兵

器，会造炮，懂西方的科学知识，被喜欢学习

“奇异技巧”的康熙皇帝聘为师傅，成为高级

“打工仔”。他给康熙当翻译，教康熙数学等

西方近代知识，兼做山川测量、历法修订等

工作，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

出了重要贡献。康熙曾任命他为钦天监业

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后官至工部侍郎，授正

二品。

此时，南怀仁已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

深得康熙信任。他以大清国钦天监监副(相

当于国家天文台副台长)的身份扈从，巡行

结束后回到北京，南怀仁写了《鞑靼旅行记》

（也称《鞑靼履行记》《东北鞑靼》《东鞑纪行》

《满洲旅行记》）一书，详细记叙了一路上康

熙皇帝东巡的情况以及见闻轶事、山川地

理、风土人情。这本书的开篇就写到：“今

年，一六八二年初，中国的皇帝处死了三名

叛王，平定国内某些地方爆发的叛乱，随后，便到东部鞑靼

地方旅行去了……我奉皇帝之命，也加入了这一远征的行

列，一路上伴随着他。一是我要用科学仪器进行观察，记

载大气和土地的现象、纬度、磁针差度以及山的高度；同

时，还要回答陛下关于天文、气象等的询问，因此经常被

安排在他的左右。”

这里有个概念需要交待一下：鞑靼，是西方人对中国

古代北方一些民族的泛称。也把“鞑靼人”居住之地称

“鞑靼”。康熙此行所经之地有盛京（沈阳）、兴京（辽阳）、

铁岭、开原、四平、西丰、吉林。这些地方古代时都是“鞑

靼人”居住地，所以南怀仁把这次旅行的记录起名为《鞑

靼旅行记》。

东北一行，南怀仁感触很深，特别是对努尔哈赤时期东

北女真人的兼并造成的土地荒芜、人烟不见多有记叙。《鞑

靼旅行记》载：“在辽东，村镇全已荒废。残垣断壁，瓦砾狼

藉，连续不断。废墟上所建的房屋，毫无次序，有的是泥土

夯筑，有的是石块堆砌，大多是草苫，瓦顶的、木板圈房橼的

极罕见到。”

他还记载：“战争前的许多村镇，其遗迹早已消失。所

以如此，是因为鞑靼王(指努尔哈赤)以微小的兵力起事，迅

速地、大规模地从一切城镇中强募军队，为了使士兵失去回

到家乡的一切希望，把这些村镇完全破坏

了。”

南怀仁记载的辽东地区，就包括了

吉林。事实上，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

战乱影响，吉林松花江边女真百姓的生

活非常苦。特别是努尔哈赤的大军对

乌拉国（王城在今乌拉街满族镇）的几

次征战掠夺，吉林乌拉地方几成废墟。

生活在这里的百姓还多以桦木、桦树皮

筑屋，以鱼皮制衣。此次扈从康熙东

巡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在《浣溪沙·小

兀喇》词中就有“桦屋鱼衣柳作城”之

句。

有关吉林的记载，南怀仁对乌拉街的

记述较为详尽：“皇帝在吉林休息了两天，

然后率领二百多艘船和几名贵戚，顺流到

乌拉。乌拉是全州最著名的城市，古代各

鞑靼王居住之地，王宫废墟，犹可看见。”

南怀仁笔下的乌拉古城，还涉及了一

段历史。从公元14世纪前后，海西女真

人纳齐布禄在乌拉古城建立扈伦国，再到

他的后人取消扈伦国号称乌拉部，建乌拉

国，海西女真人先后有十几位王在乌拉古

城生活。

1613年，努尔哈赤灭掉乌拉国，掳其

百姓，毁其城池。存在了500多年、生齿众

多、八街九陌、市面繁华的乌拉古城被努

尔哈赤一把火毁于一旦。南怀仁所见到

的就是被毁70年后的乌拉王宫城池废墟。

南怀仁在吉林也很有故事。据野史

记载，在吉林乌拉，南怀仁察看了这里的

地理形胜后说，九龙山（今吉林北山）有九

龙之象，尼什哈山（今吉林龙潭山）有如巨

龙伏卧，吉林城确是藏龙卧虎之地，“日后

定会出帝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南怀仁之言，引

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他即刻命吉林将军

派八旗兵凿毁九龙山的数座山峰。

《永吉县志》也有类似记载说：清代民

间风传，龙潭山城遗存沿山岗逶迤起伏，

蜿蜒若龙行于林莽之间。清帝乃命吉林

将军派满州八旗兵将古城墙从中截断，人

们俗称这“断岭”。

但关于“断岭”之事，清朝正史未查到

记载。笔者以为或者是因为要开一条进

山的通道而已。

南怀仁在华近三十年，“勤勉竭力，不

辞劳瘁”，他不是第一个在中国朝廷打工

的外国人，但是他却是让中国皇帝开眼学

习世界先进技术的第一人。1688年逝世

时，康熙皇帝

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葬礼，并赐谥号“勤敏”，给

了他在朝廷供职期间“勤勉、聪

敏”的恰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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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是一个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

地方。外地的人们来到吉林市往往都要爬一爬著名

的北山、游一游美丽的松花湖，在冬天的时候，更要欣

赏一下松花江边那银装素裹的雾凇奇观。然而，很多

人却忽略了身边的一道风景，那就是位于吉林市城市

中心的吉林文庙。

吉林市的文庙，可不是一般的文庙。它不仅有着

庄严恢宏的气势，更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它与南京

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文庙，是纪念和祭祀我国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为

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文宣王庙等，尤以“文

庙”之名更为普遍，是儒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由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统治安定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历朝历代都对孔子尊崇备至。从而

把修庙祀孔作为国家的大事来办，到了明、清之际，全国

几乎每一州、府、县都建有孔庙或文庙。其数量之多、规

制之高、艺术之美，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

突出的一种。经过多年的风雨沉沦和人为破坏，目前国

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也只剩有21座。其中，吉林市的吉林文庙为

全国众多文庙之翘楚，被列为“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实

乃殊荣也。

吉林市三面环山，四面临水，人杰地灵，人才辈

出。这座城市虽然建城只有300多年的历史，但却有

着与众不同的文化积淀。吉林文庙在吉林地域文化

史中可谓地位殊显，风光独秀。据了解，吉林文庙在

全国文庙的规模上，仅次于曲阜孔庙，论建置格局上，

亦不亚于南京夫子庙。曲阜和南京的文庙庙顶用的

都是绿色琉璃瓦，只有吉林文庙的庙顶用的是皇家建

筑才能用的金黄色琉璃瓦，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吉林文庙始建于1742年(乾隆七年)，乾隆皇帝

登基伊始，即下诏令在吉林城设永吉州文庙，那时吉

林市隶属永吉州管辖。永吉州第二任知州魏士敏始

在城东南建造文庙，1765年(乾隆三十年)，吉林城第

四任理事同知图善又在文庙院内东南角建造了一座

魁星楼，这便是吉林市最早建成的文庙。可惜这座文

庙在乾隆五十五年的时候毁于一场大火，成为废墟。

后来，吉林将军林宁动用官款在文庙旧址重建。道光

十八年、十九年，咸丰八年，同治九年又进行了加修改

修。当时的吉林文庙虽具有一定规模，但还不足与曲

阜孔庙、南京夫子庙相提并论。

1909年(光绪三十三年)，首任吉林巡抚朱家宝，

提学使吴鲁对文庙相当重视，决定另辟新址，即在现今

文庙所在地重建文庙。并且派人去南京考查夫子庙建

置规摸，以之为程范，由殿堂、配庑、城垣围成三进院

落，共占地16354平方米，这是吉林文庙的鼎盛时代。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百年沉疴，沧桑旧梦。吉林

文庙一如一位和蔼可亲、德高望众的老者，站在北山

脚下，松江之滨，静静地守候在吉林市这片热土之

上。春吟兰草之芬芳，夏看山花之烂漫，秋赏枫叶之

静美，冬观江堤之凇雪，与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聪明

智慧、朴实善良的江城人们一起，同在一片蓝天之下，

共同见证吉林市科学发展新的辉煌。

吉 林 文 庙
□张 铭

正是麦收时节，我和诗

人老许来到北边外的六合

村观光采风。进村后，见好

多人家杀羊喝羊汤，便问怎么大热天大忙时还要

喝羊汤呢？村里杨老汉一笑：“这是老习俗了。”

东北人说，他们的小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这

话没错。开春，见暖不久，就开始“清明忙种麦”

了。经过一春一夏的生长，刚到“三伏”天上流火

之时，小麦就全部成熟了。麦收是最紧张最要劲

的，因为这季节雨勤雨大，一旦收不回来小麦就会

发霉生芽烂在田间。以前，一般都是全家出动收

小麦，每人拿六个苗眼，中间两个苗眼开趟子。先

用麦秸打绕子放在地上，接着一只手拢揽麦子另

一只手挥镰收割，再割下左右四个苗眼的麦子都

放在绕子上，最后打成捆竖立起来，前后站成一

排。麦收这几天最累人，所以家家都要吃好的，补

补体力。而这个季节的羊长膘了，吃一夏的青草

羊肉不膻且味纯，麦收宰羊更像是一个定期的山

村美食节。现如今麦收全部机械化，虽不那么疲

累，但羊汤还要喝的。

这地方的羊汤别有味道，特别好喝。他们的

羊必须是不足两岁的，散放吃野草的，而且膘肥体

壮。做羊汤时，先是羊骨头和成块的羊肉一起下

锅，长时间烀煮，直到肉烂熟骨头溜光，再捞出骨

头。然后爆锅，倒进烀骨头和肉的原汤，调进精

盐、花椒、大料等作料。锅开汤滚之时，放进切好

的羊肠、羊肚、羊心、羊尾、羊血肠和散碎的熟羊

肉。烧几个开后，撒进香菜丝、青菜叶、姜末、葱花

等，这香味四溢的羊汤就上桌了。桌子上摆着韭

菜花、腐乳汁、葱段蒜瓣、酒与醋等调料，根据个人

的口味调制。盛满大碗热气腾腾的羊汤，乳白、细

嫩、淳厚，汤面上浮动的翠绿逗人眼球，汤里翻涌

的香味惹人垂涎。我和老许调些酒与醋之后，慢

慢地喝，细细地嚼，只觉得多味鲜美，口感香嘟嘟

的，心情美滋滋的。如果配吃用羊油烙的面饼，则

更是痛快至极了。

麦 收 时 节 羊 汤 美
□王忠范

寒葱顶位于东丰县内那丹伯镇与沙河镇交界的地

方，东部靠近伊通县境内的庙顶山和石碑岭。

欣赏寒葱顶风光，实实在在地留下一段不寻常的记

录。

一场冷雨刚过去没多久，我依然走在寻访满族民俗

文化的路上，路线从伊通县营城镇进入隔河相望的东丰

县那丹伯镇。从伊通到东丰，短短的路程里，我想象着乾

隆皇帝在45岁那一年率领文武大臣，一行浩浩荡荡前来

狩猎的情形……盛京围场是清朝五大围场之一，规模和

地位可与木兰围场并列。此行仅弓箭手，皇帝就带来

3000名。“吉林围接盛京围，天府秋高兽正肥，本是昔年

驰猎处，山情水态记依稀……”骑射是满族的传统，二次

东巡不止是狩猎，更重要是讲武。皇帝驰骋于马上，望着

长白山脉的美景，内心是何等汹涌壮阔。

在寒葱顶国家森林公园的扎兰芬民俗文化园里，有

一块简易的漆木牌坊上书“皇家鹿苑”四个字。我听到的

寒葱顶山传说就和东丰的“鹿”有关。传说皇帝听闻这一

带山里有一头口衔灵芝草的梅花鹿，如果能见到是吉祥

的征兆，而且灵芝草饮用后可以延年益寿，消除病患。皇

帝来此狩猎，也想趁机捕捉，他等了两天无功而返，在第

三天终于发现衔着仙草的梅花鹿。一行人喜形于色，皇

帝更是策马扬鞭奋力追赶。谁成想一路飞沙走石、宝马

加持的狩猎队在到达山顶的时候却失去了鹿的踪影。帝

王又饿又渴，只好下马休息，也正是在此时，他看到山顶

的薄薄白雪之下生着一片片的青绿，走近再看，那植物叶

身颀长圆润、纹理如丝，竟是当地的野葱。皇帝小心翼翼

拔出一颗，吃一口清脆香甜，连声赞叹“好葱”，并因其傲

寒而生，命名为“寒葱”。这座山也被称为“寒葱顶子”。

也有玄幻的传

说，说寒葱本

是山神女儿的

化身。神女隐

藏在山林并不

与凡人相见，

直到乾隆皇帝

黄袍加身，骑

着高大骏马出现在庙顶山和寒葱顶之间的山里。帝

王的威武霸气吸引了神女，她化作一颗山葱矗立在道

边，恰好皇帝不抵北方寒冷感染风寒，采撷食到神女

幻化的山葱后突然就病好了。神女看到身体恢复健

康的皇帝，突然对人间有了感情，请求山神让她化作

寒葱治病救人。皇帝自是不知这些，只是寒葱从此成

为朝贡道上一件贡品，从冷清的东北一路奔波运往京

城。有趣的是，寒葱顶子山也正是叶赫那拉氏的家乡

所在，慈禧爱吃寒葱，因它清热止咳、强智益胆，是养

生的好药材。于是她便改了寒葱的进贡惯例，从定时

供奉改成随采随贡的“贡鲜”。

寒葱顶，有大小寒葱顶两座山峰。大寒葱顶子，

又名寿山，满语便是扎兰芬阿林。扎兰芬阿林的围

场，记录着东北的地域文明和历史，也记录着这里的

植物文化。寒葱顶之行，我对那丹伯一带的风俗文化

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在那丹伯镇的屏风村，我认

识了80岁的腾占武大爷，他是当地屏风村里的能人，

因为他成功地把难以种植的野生寒葱进行了人工培

植。老人住在寒葱顶山下一个普通的小屯里，他从上个世纪90

年代开始培育寒葱，把渐渐稀少的寒葱移植实验，现已经种植三

亩多地，拥有十几万株。昔日的罕物贡品，如今也走上了寻常百

姓的餐桌。而寒葱的品格却没有改变，依然是向寒而生，越寒冷

的境遇，越是坚忍地生存，不畏数九寒冬。

寒葱顶，因寒葱而得名。而巍然屹立在关东大地的长白山，

这座绿色宝库，在茫茫林海中，还有很多瑰丽多彩的奇花珍草，数

不尽的名贵珍惜药材，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风物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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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时发现：旧时舒兰境内霍伦川一带盛产

山珍、山果，被清朝政府列禁为封贡禁山。又了解到

霍伦河发源于长白山余脉，流经吉林省舒兰市新安

乡、开原镇全境，最后汇入松花江。霍伦河两岸山色

秀丽，森林茂密，风光怡人。河水时而湍急，时而舒

缓，河床宽度适中，最适宜漂流。

我心中对古老的霍伦川，今天的霍伦河充满了好

奇。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上周

末，与朋友们约好，大家一早行动，立即乘车赶往舒兰

新安的霍伦河神草漂流山庄，一试身手。

天气晴好，人的兴致高，心情也好。从舒兰经开

原到新安，一路风景，美不胜收。车子在曲折蜿蜒的

乡村水泥公路上行进，我打开车窗，迎面扑来庄稼的

阵阵清香，望着稻田的浅绿与玉米的深绿，以及杨柳

飘逸的绿和苍松凝重的绿，满目青山满眼绿，真是既

养眼又养心。

久闻开原与新安，是镶嵌在舒兰大地上的两颗璀

璨的乡镇明珠。行进中看到的景象果然名不虚传。

只见这里是一片四面环山、霍伦河谷清流贯穿的狭长

平原。农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这里民风淳朴，阡

陌纵横，鸡犬相闻。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我们行进

方向道路的右侧，远处有一不知名的山峰，形似箭头，

棱角锐利，云雾缭绕，直刺苍穹，给人以灵秀飘渺仙境

般的感觉。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神草山

庄。我们穿好了救生衣，登上了充气橡皮筏子。初入

河口，是宽窄只有两米左右的河汊，充满激流与漩涡，

好在有惊无险，旋即进入了主河道。其实主河道大部

分也只有十几米宽。初始，河流湍急，由于我驾船技

术不高，几乎全凭随波逐流，时而波浪将我们推向岸

边的柳丛，时而又漂泊到漩涡中。我再三提醒同伴，

在船疾行中，千万不能用手去抓岸上的树条子，免得

造成小船侧翻。

大家一边漂流，一边用盆向对面船上的人泼水，

或用水枪狙击对方，不管来人认不认识，见面礼就是

相互泼水，乱打一气，人人参战。欢笑和嘶喊声充满

了河谷。玩累了，再泛起小舟继续往前漂。船儿漂到

水面如镜的静水区，我们暂且放下摇累了的桨，静静

欣赏两岸茂密的原始森林。举头望天，蓝天白云，碧

空如洗，山外青山，层层叠叠，好似画中游！

每当遇到河段大落差的前奏时，我总要安慰几句

同船的女伴：“你不要怕，只要有我在，你就120个放

心！”在我的镇定和警觉中，我们的小舟如离弦之箭，

穿行浪间，自然跌落又弹起，安然无恙。

河水清清，能够看到一群群的小鱼在游动，林间鸟语

花香，田野阵阵送来庄稼的清香。正当我们兴致盎然、余

兴未尽之时，约12公里的漂流里程已进入尾声。我们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霍伦河，踏上了返程的路……

霍 伦 河 漂 流 记
□李凤高

瓷胎撇口，五个格，中心为圆形，并有寿字纹
饰，口沿饰有团云饰，下方饰有缠枝花纹，口沿外下

方绘青花缠枝花纹饰，圈足。底有“大清乾隆年制”
字款。 (吉林省博物院 供稿)

青 花 加 紫 格 碟

民民民民间间间间一一一一绝绝绝绝

史史史史林林林林一一一一页页页页

行行行行者者者者笔笔笔笔录录录录

掌掌掌掌故故故故散散散散叶叶叶叶

馆馆馆馆藏藏藏藏珍珍珍珍品品品品

指指指指点点点点名名名名胜胜胜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