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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當許多人還在夢鄉的時候，尹清貴就早早
起來，在撫遠縣東極廣場旁的一塊空地上織補漁網。

今年47歲的尹清貴是黑龍江省伊蘭縣人。從事捕
魚已經有28年，算得上一個老漁民了。

千船並舉場面壯觀
雖然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仍在冰封之下，距離開江

還有近1個月的時間，但尹清貴和老伴還是提前把飯店
的工作辭了，集中精力着手今年的捕魚工作。 「開江
前要把漁網重新織補一下，維修一下漁船上的機器，
還得辦漁證，事多着呢，再不整就來不及了。」

4月底5月初是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開江時節，漁
民從那時起就可以下江捕魚了。 「開江時上千艘漁從
港灣駛出，場面特別壯觀。」尹清貴說，那時的魚很
值錢。 「開江鯉魚得賣到200元／斤，狗魚70至80元
／斤。」 「我們這有句俗語就是 『開江魚，下蛋雞』
，指的就是開江的魚肉又細又嫩，所以價錢高。」漁
民楊金才說。居住在撫遠縣的楊金才有着10多年的捕
魚經驗。

披星戴月破浪乘風
據了解，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盛產鱘、鰉、鮭

、鰱、鯽魚等70種魚類。
鰉魚是被譽為 「淡水魚之王」，是大型食肉性魚

類，一般體重都在幾百斤。 「鰉魚從魚肉、魚骨、到
魚子全身都是寶。」楊金才說，魚肉肉厚刺少，鰾可
做魚肚，鰭可做魚翅……

在捕魚季節，每天天不亮漁民就要起床工作。在
夏天，由於撫遠縣凌晨2點天就開始見亮，他們就得在
2點前出發。江上一年四季都很冷，而且風很大，颳起
的浪有的高7、8米。他們一年四季在船上都穿着棉衣
棉褲，即使這樣，許多人也會得風濕病、胃病。

晚上回來後，像尹清貴這樣從外地來的漁民就要
睡在岸灘邊， 「我們就在地上挖個坑，點上火，上面
鋪個鐵板蓋了點土，睡得很暖和。」尹清貴說。

奉公守法界內捕撈
去年江裡魚多，漁民的收入都比較高。尹清貴說

，秋天一天就能捕100尾馬哈魚，能掙2萬至3萬元。
「還能捕到蝦，有時一網能有100多斤。」一旁的任洪

寶說，去年他曾一網捕到了470多尾魚，有3000多斤。
而楊金才的 「業績」更好。去年他捕到一條400多

斤的鰉魚。而在前年他捕了8條名為 「七粒」（當地人
語）的鱘魚，賣了20多萬元， 「要是放到今年怎麼也
得賣了100萬元。」他說。

但像這樣的 「輝煌」很少見。 「很多時候都是下
好幾網也捕不到一些魚，我們這行有句俗語：十網九
空。如果每網都能捕到魚的話，我們早就發了。」楊
金才說，為了多賺點錢，好魚他們不捨得吃，全都賣
了。

近年來，為了保護江裡的魚資源，漁政部門對漁
民的捕魚進行了規定，如在產卵期禁捕，不能使用地
龍式魚網，網眼不能太小。同時嚴禁漁民越界捕撈。

「雖然界河那邊的魚多，但是必須要遵守國家的
捕魚政策，咱不幹那違法的事。」楊金才說。

（新華社記者 王經國）

中國東北邊防線綿延4561公里
，分別與俄羅斯和朝鮮接壤，主要以陸界、

江界和湖界為主。邊防線涉及的省份有黑龍江、吉林和
遼寧。邊防線上包括了遼寧的丹東、黑龍江的黑瞎子島、珍寶

島等全國有名的邊境城市和邊防島嶼。

黑龍江捕魚人勤奮苦幹

在遼寧丹東鴨綠江上，聳立着兩座大橋，一座是
連接着中國丹東市和朝鮮的 「中朝友誼橋」，另一座
則是已成為全國重點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的 「鴨綠
江斷橋」，它們見證着中朝友誼的昨日與今朝。

抗美援朝交通大動脈
「鴨綠江斷橋」是鴨綠江上的第一橋，建於1909

年8月，始為鐵路橋，十二孔，從中方數第四孔為開
閉樑，可旋轉90度，便於往來船隻航行。1943年4月
，當時對中國東北和朝鮮實行殖民統治的日本人在此
橋上游不足百米處建成第二座鐵路大橋，也就是如今
的 「中朝友誼橋」，全長 946.2 米，其中中方橋長
569.9 米，1951 年 1 月由鐵路橋改為鐵路、公路兩用
橋，至今仍在使用中。

抗美援朝時期，兩座鴨綠江大橋成為中國支援朝

鮮前線的交通大動脈，由於美空軍多次對大橋狂轟濫
炸，1950 年 11 月，第一橋被炸毀，中國境內所剩四
孔殘橋保留至今，被稱為 「鴨綠江斷橋」。

記者看到， 「鴨綠江斷橋」橋頭上方曲弦式鋼樑
正中懸掛的紫銅巨匾上鐫刻着 「鴨綠江斷橋」五個金
色大字。正對面，屹立着一座主題為《為了和平》的
大型青銅雕塑，26個人物群雕栩栩如生，代表着彭德
懷元帥率領下的第一批過江的 26 萬志願軍。在淺藍
色的橋身上，每根橋柱都懸掛着抗美援朝戰史和大橋
簡介的宣傳畫，往來遊人紛紛駐足，重溫歲月。看着
「鴨綠江斷橋」上遺留的成千上萬纍纍彈痕，朝鮮遊

客金澤美女士說： 「斷橋是歷史的見證，也是友誼的
見證。」

70%中朝貿易經友誼橋

同樣留下了無數道彈孔的 「中朝友誼橋」，依然
屹立於鴨綠江上，被譽為 「摧不毀、炸不爛」的鋼鐵
運輸線，成為中朝兩國人民聯手抗擊侵略者、保家衛
國的勝利豐碑。

橋上，一輛輛往返於中朝的車輛絡繹不絕地從橋
中懸掛着用兩國文字書寫的國界標牌下駛過。 「中朝
貿易約70%經過這兒，現在每天都有上百輛車輛經過
，鐵路則連接北京、平壤等兩國的主要城市……」駐
守在橋頭的武警邊檢站官兵說，隨着中朝貿易量的增
大，兩國往來的不斷增多，具有現代化氣息的第三座
鴨綠江大橋正在修建之中。

在丹東市新開發區新橋施工現場，記者看到一座
座現代化機械正在緊張有序地忙碌，鴨綠江新橋已經
初見輪廓。

（王天德、馬令）

鴨綠江大橋見證中朝友誼

在中國東北大地上，這個面積僅0.6618
平方公里的小島──小得在地圖上根本無
法標識──卻中外馳名。43 年前，中國人
民解放軍在這裡用生命和鮮血捍衛了對這
塊土地的主權。

這個島的名字就叫 「珍寶島」。
早春3月，記者來到東北邊關探訪這座名島。

江水沖刷小島面積縮
從黑龍江饒河縣五林洞出發，不到 20 分鐘我們就

來到一個高地，站在上面可以清楚看到不遠處的珍寶島
：兩頭尖、中間寬，宛若一個元寶。

珍寶島地處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在烏蘇里江主航
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黑龍江省軍區邊防某團政治處主任
徐立輝介紹，珍寶島原來的面積為0.74平方公里，後來
由於江水沖刷，面積有所減少。

雖說快到4月，但烏蘇里江還是冰雪覆蓋，冰層有
半米厚。當記者從渡口踏冰而過時，可以看到對面矗立
的白色軍營。營門一側，一顆紅色的五角星和 「中國珍
寶島」幾個金色大字分外醒目。

進入島門，是長約 20 米被稱為 「北京路」的小路
。在 「北京路」的前方和左側分別是不同時期修建的五
代營房。

「珍寶島營房的變化都體現了各自時代的特點。」

黑龍江省軍區邊防某連連長陶明說，每一處建築都有故
事。

第一代營房建造於1969年8月，是平頂石結構。營
房面積 20 平方米，分別是廚房和宿舍。在門旁至今保
留着當時的對聯。 「這些對聯反映了當時我們邊防官兵
的守衛祖國領土的決心和信心，特別是右邊對聯的橫批
更具極具時代特徵。」陶明指着「解放全球」的橫批說。

上世紀 50 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1969 年，中蘇
兩軍在這裡發生了數次武裝衝突。

第五代營房設備齊全
在第一代營房的右側是1975年7月修建的第二代營

房，這是一座碉堡式營房，分上下兩層，上面是宿舍，
下面是廚房和哨所。在營房頂部刻有 「中國領土不容侵
犯」八個紅色大字。

由於第四代營房是在第三代營房的基礎上加蓋而成
，所以我們已看不出第三代營房當年的樣子。2000年5
月改建的第四代營房是兩層磚結構的小樓。2003 年，
它被改為 「珍寶島紀念館」。

如今，戰士們住上了第五代營房。新營房各項設施
都得到極大改善。洗澡間、衛生間、俱樂部、健身房等
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新營房極具人性化。由於在汛期
水會淹到一樓，為此部隊新建了防汛通道，官兵們可以
直接從二樓進入樓內。

島上生活比不上內地城市，但官兵卻能在艱苦中找
到樂趣。他們在業餘時間用樹皮、烙鐵、電腦軟件製作
出一幅幅反映軍營生活的文藝作品：樹皮畫、烙畫、卡
通漫畫……每一個作品都有模有樣，生活味十足。

英雄樹紀念英勇戰士
「我們還種植了山榆、柳樹、山丁子樹等，一到夏

天，滿目葱蘢，許多鳥都飛到這裡棲息，景色可美了。
」駐珍寶島哨長陳昊說。

「40 多年來，珍寶島從基本設施到官兵生活條件
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陶明說。

穿過第一代營房旁的小路，可以看到一個戰士在操
炮射擊的雕塑，旁邊有一棵繫着許多紅領巾的大樹。陳
昊說，戰鬥英雄楊林就是犧牲在這棵樹旁，為了紀念英
勇犧牲的戰鬥英雄，大家把它命名為 「英雄樹」。

在 「英雄樹」的另一側是一個反映當年戰鬥的雕塑
，分別為 「運籌帷幄、民兵支前、英勇作戰」三個主
題。

「如今珍寶島已成為當地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陳昊說，每年他們都會邀請當地的學生和一些團體組織
前來參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我們希望大家能明白，和平是來之不易的，要珍
惜和平、維護和平！」陶明說。

（新華社記者 王經國、王天德）

人物故事

昔日沙場珍寶島昔日沙場珍寶島

黑瞎子島位於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處於黑龍
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主航道西南側，是我國最東端
的島，被稱為中國的 「東極」。

由銀龍島、北代島、明月島等93個島嶼和三角
洲共同組成的黑瞎子島，面積 335 平方公里，約相
當於 500 個珍寶島大。由於島上有黑熊，因此得名
「黑瞎子島」。

2008 年 10 月 14 日，中俄在黑瞎子島舉行了中
俄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黑瞎子島約 171 平方公
里陸地及水域正式劃歸中國。這是時隔79年後，黑
瞎子島部分土地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由於它分屬
兩個國家，駐有兩國的軍隊，被稱為 「一島兩國」
、 「一島兩軍」。

近日，記者踏上黑瞎子島，親身感受了中國的
「東極」島。

烏蘇大橋10月完工
清晨，我們來到撫遠縣烏蘇鎮，準備從這裡登

島。這裡有一座哨所——烏蘇鎮哨所，它曾是中國
的東方第一哨，如今，黑瞎子島上的哨所成為我國
最東端的哨所。有人測算過，新哨所東移距離為
4640米，迎接太陽的時間提前了58秒。

站在烏蘇鎮江邊，可以看到對面黑瞎子島和另
一側的俄羅斯小鎮──卡扎克維茨沃克。

黑龍江省軍區邊防某團副團長魏德峰指着島上
一座教堂說，那是俄方東正教教堂。在俄羅斯 「謝
肉節」時，島上居民會進行宗教活動。中俄兩國的
邊界也是從那裡劃的。

由於江面沒有解凍，我們乘車通過浮橋駛向黑
瞎子島。浮橋左側是一座在建大橋——烏蘇大橋。
據了解，這座從撫遠縣通往黑瞎子島的大橋將在今
年10月完工。

上島後，我們最先來到 259 號界碑，這是島上
最後設立的界碑之一，也是當年中俄國界東段界樁
揭幕儀式的地方。駐守黑瞎子島的邊防某連連長許
宗偉說，這是遊客上島後必到的一個景點。

綜合開發旅遊人文項目
在島上的濕地公園，幾名工人正在搬運東西。

一位工作人員介紹說，他們正在對公園內的一些設
施進行修繕。 「夏天這裡景色很美：鬱鬱葱葱的草
甸、清澈的湖水，還有各種候鳥，沿着木棧道就可
以欣賞這所有的美景。」

根據2010年11月簽署的《中俄總理第十五次定
期會晤聯合公報》，中俄雙方將共同對黑瞎子島進
行包括旅遊、人文等項目在內的綜合開發。

在島上，遠遠地可以看到一些塔吊和已建成的
建築。由於冬季寒冷，工地已停工。

「那是科技示範園區。裡面建有餐廳、賓館，
遊客可以在這裡休息、就餐。」許宗偉說。

將建成中俄合作示範區
當我們行駛到一處剛開工不久的水泥石基前，

魏德峰說，這是一處在建的東極觀光塔，根據規劃
，建成後觀光塔高約81米，站在上面可以將島上景
色盡收眼底。

「我們的發展目標是，把黑瞎子島建成中俄合
作的示範區和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先導區。」黑龍江
省發改委副主任彭介林說。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已規
劃投資 193 億盧布開展相應的開發規劃。俄方預計
，這一開發項目可使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每年吸引
中國遊客 150 萬人次，俄羅斯遊客數量也將由 34.5
萬人次增加到57.5萬人次。

「在不遠的將來，黑瞎子島將為中俄兩國邊境
城市帶來更加繁榮的前景。」魏德峰說。

開發原則保持原生態
4 月初，大部中國已是春

意盎然，但黑瞎子島上依然是
冰雪世界。行駛中，可以看到
道路兩側被冰雪覆蓋着的厚厚
的草甸、密布的草塘和茂密的
灌叢。雖然是在冬季，但依然
能想像到夏季一定會很美。

「夏天枝繁葉茂、草木叢
生，沼澤、草塘星羅密布，典
型的濕地形態。還有丹頂鶴、
蒼鷺、黑鸛、白鸛等30多種飛
禽和狼、狐狸、狍子、馬鹿、
松鼠、雪兔等30餘種野生動物
。今年冬天我們還看到了熊的
腳印。」許宗偉說。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駐黑瞎子島邊防某連指導

員曾祥飛說，夏天蚊蟲特別多，隨手一摟，就能抓
住20多隻蚊子。尤其是 「瞎猛子」個頭特別大，戰
士們笑稱 「七個瞎猛一盤菜」。

資料顯示，黑瞎子島上迄今發現 7 處國家級瀕
危植物和44種國家級保護動物。

一路走來，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提示牌，提醒登
島遊客愛護、保護島上生態。 「遊客一般都自備垃
圾袋，把喝光的礦泉水瓶、用過的紙巾等都收集在
一起帶下島。」黑龍江省林業部門一位工作人員說
，為了確保開發不對黑瞎子島造成破壞，島上施工
所需泥土均從島外運來，所有垃圾要集中起來運到
島外處理。

據了解，中俄共同開發黑瞎子島時，有一個共
同目標──保持原生態環境。

「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彭介林說，島上中
方一側 75%以上的面積都被劃入生態保護區，島內
發展的重點是生態休閒旅遊及旅遊相關的貿易，開
放開發強度將被嚴格控制在生態環境所能承載的範
圍之內。

作為駐守在島上的部隊，保護這裡的生態環境
也是官兵的重要職責。駐黑瞎子島邊防某營教導員
孫秋庚說，他們專門配備講解員給遊客邊防政策、
生態環境保護教育。執勤中，遇到遊客遺棄的廢棄
飲料瓶、塑料袋、用過的即食麵麵盒、食品袋等，
戰士們會撿回來集中處理。

「感覺空氣是甜的」
在島上，我們不時會看到樹叉上搭建的人工鳥

巢，裡面還鋪置了乾草。 「我們搭了 100 多個鳥巢
，一開春，就有許多鳥類來這裡落戶。」許宗偉說
： 「喜鵲、翠鳥、杜鵑，還有許多鳥都叫不上名字
。」

魏德峰是首批登島部隊的營長，被大家戲稱為
黑瞎子島的首任 「島主」。他說，在營房施工過程
中，部隊沒有動過島上的一鍬土、砍過島上一棵樹
，所需原材料全部從島外運上來。

官兵們還自覺地為島上增添綠色。在營門外，
栽種的松樹分立兩旁。營區內隨處可見各種不同適
宜島上生長的植物：松樹、雲杉、楊樹、柳樹、水
蠟、丁香等。

孫秋庚說，目前，島上所有營區的綠化面積達
到 2 萬平方米。 「生活在島上，我們感覺呼吸的空
氣都是甜的。」

按計劃不同地點登島
緊挨在濕地公園的一側有一個院落，這是俄羅

斯的舊軍營。軍營外被鐵絲網圍住，裡面一側是俄
羅斯兵舍和軍官宿舍，另一側是車庫和鍋爐房。在
院子中央立着一根高高的樹杆。 「這是我們首次登
島時使用的旗杆。」魏德峰說。

作為首批接防北代島哨所成員，余松賓負責通
信保障和升國旗任務。對於這個載入史冊的日子，
余松賓記憶猶新。 「沒有想到自己能擔負這麼光榮
的任務。」那一晚他幾乎沒睡。

10月14日晨，登島接防官兵按預定計劃在黑龍
江30公里處等不同地點相繼登島，迅速展開部署。

余松賓和戰友登艇於 8 時抵達北代島。上島後
，他們乘車前往俄軍在北代島的遺留軍營進行交接
。在那裡雙方進行了交接儀式，向俄方軍人贈送了
中國結。余松賓還用現學不久的俄語向俄軍人打招
呼。 「雖然說得不太準確，但是他們能聽得懂。」
余松賓至今還能想起當時與俄羅斯軍人致意的情景
，這也是他頭一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俄羅斯軍人。

由於沒有旗杆，余松賓和戰友在一旁的樹林找
到一根筆直的樹杆，經過簡單處理後製作成一個簡
易旗杆。

登島升國旗旗手激動
11時30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俄羅斯聯邦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
在黑瞎子島準時舉行。伴隨着中俄兩
國的國歌，雙方國旗冉冉升起。

在升國旗現場，當時還發生了一
段小插曲。當時的護旗手王魯彬說，
由於旗杆鋼絲繩比較緊，升國旗時不
好拉，升旗手李貞平只能手上暗自用
勁，確保升旗速度與國歌節奏同步。
儀式結束後，李貞平新戴的手套都磨
破了。

銀龍島哨所和其他各臨時設營點
的中國國旗也同時升起。

那一刻，王魯彬、余松賓和所有
登島的中國人感到分外神聖和光榮。

12 時整，駐島分隊分別派出徒步
、乘車、乘艇和錨泊四個巡邏組，正
式按照新勘定的國界線履行防務。

（王經國、王天德、孫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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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黑瞎子島官兵在中國最東端的哨所前合影▼駐黑瞎子島官兵在中國最東端的哨所前合影
魏德峰攝魏德峰攝

▼▼20082008年年1010月月1414日日1111時，中俄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在黑瞎子時，中俄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在黑瞎子
島舉行，兩國邊防部隊按雙方勘定的國界線履行防務。圖為中方島舉行，兩國邊防部隊按雙方勘定的國界線履行防務。圖為中方
舉行升國旗儀式舉行升國旗儀式 汪永基攝汪永基攝

▲▲20072007年，中俄界江上巡邏的中國軍艇年，中俄界江上巡邏的中國軍艇 蓋旭輝攝蓋旭輝攝

▲守衛在珍寶島上的▲守衛在珍寶島上的
邊防戰士，不畏嚴寒邊防戰士，不畏嚴寒
進行訓練進行訓練 馮凱旋攝馮凱旋攝

▲▲20072007年年77月月2727日，參加日，參加 「「和平使命和平使命-2007-2007」」 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的中方第一批鐵路運輸參演部隊換乘俄羅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的中方第一批鐵路運輸參演部隊換乘俄羅
斯軍列，駛出滿洲里口岸進入俄羅斯境內斯軍列，駛出滿洲里口岸進入俄羅斯境內 李剛攝李剛攝

▲邊防戰士在中朝▲邊防戰士在中朝 「「一步跨一步跨」」 向遊客宣傳邊防政策法規 盧寶華攝向遊客宣傳邊防政策法規 盧寶華攝

▼中朝友誼橋中國一▼中朝友誼橋中國一
段的橋頭設立着擔負段的橋頭設立着擔負
邊檢任務的武警邊檢邊檢任務的武警邊檢
站站 馬令攝馬令攝

20082008年，黑瞎子島上執勤的哨兵 馮凱旋攝年，黑瞎子島上執勤的哨兵 馮凱旋攝

◀◀259259號界碑矗立在黑瞎子島上 汪永基攝號界碑矗立在黑瞎子島上 汪永基攝

▲遊人在丹東鴨綠江斷橋的炮樓處遊覽，接受愛▲遊人在丹東鴨綠江斷橋的炮樓處遊覽，接受愛
國主義教育國主義教育 任勇攝任勇攝

▲▲20102010年年1010月月2525日，幾位抗美援朝老戰士在鴨日，幾位抗美援朝老戰士在鴨
綠江斷橋邊合影綠江斷橋邊合影 徐揚攝徐揚攝

▲鴨綠江斷橋遺留的纍纍彈痕見證着中朝兩國在▲鴨綠江斷橋遺留的纍纍彈痕見證着中朝兩國在
血與火中凝聚的真誠友誼血與火中凝聚的真誠友誼 馬令攝馬令攝

▲駐珍寶島戰士用素描的形式紀念▲駐珍寶島戰士用素描的形式紀念 「「珍寶島珍寶島
十大英雄十大英雄」」 秦富梁攝秦富梁攝

◀◀珍寶島上的珍寶島上的 「「英雄樹英雄樹」」
，戰鬥英雄楊林就是在這，戰鬥英雄楊林就是在這
裡犧牲的裡犧牲的 王經國攝王經國攝

▼珍寶島官兵出門巡邏▼珍寶島官兵出門巡邏
秦富梁攝秦富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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