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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冷却的故事，

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冬天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段岁月，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长久迷失在，

大片大片白桦林里⋯⋯”

——电视连续剧《年轮》主题歌
撰文 / 刘新岳、摄影 / 罗旋

与长城穿越
雪之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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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开一天车到长春，虽

然非常劳累，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明天，

我们即将踏上元一爽到底的冰雪之旅了。现在外面的气温是零下

5度，与北京相比只有稍稍一点的寒冷，对于前路，我们早就有

心理准备了，不止一次的被人嘱咐一定要多穿衣服，好像零下35

度是人与鬼的分界线一样，过度的免疫倒使我对极度的严寒更加

期待起来。旁边床的同事早已沉沉睡去，确实，一天狂奔 900

多公里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我们的座驾是两辆仅能跑140 迈的

国产长城哈弗 SUV。

一路上确实很赶，主要是因为同行的另一辆哈弗安装了由拓

乐（THULE）提供的顶箱，时速高于120 公里就已经让人很不

放心了。由于速度一直上不去，我们缩短了沿途休息的时间，只在

葫芦岛草草用过午餐，在腰堡和昌图两个小城的服务区补充了燃

料。晚上 8点半，我们驶进了长春的净月区。

心里还在盘算明天的旅途，一颗悬着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

实话实说，我，包括同行的另外几位同事，都对长城车这次雪乡

之行的表现持怀疑态度。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会常年与国

内外最新款的汽车打交道，所以眼光也就格外的挑剔。这次与新

浪网友的互动活动意义比较特殊，因为网友投票选出的车型让人

大跌眼镜，一方面，国内车迷水平在提高，渴望看到自主品牌在

恶劣天气条件下的优异表现；一方面，给了我们和厂家巨大的压力。

厂家的认真和敬业让我们钦佩，技师们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为我们

保养车辆，加注最抗冻的润滑油和防冻液，从里到外让车辆保持

最佳的状态。除了这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祝我们好运。剩下

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了。

其实相比其他同事，我还是对长城汽车最有信心的，因为我

一觉醒来，天空阴沉沉的，显出

一种让人不舒服的颜色，凭经验判断今天一定有大雪。

如果高速封闭，驾驶两辆国产都市SUV 在湿滑的国道上，跟众

多的大货车飚车，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赶紧匆匆打点行装上

路，短暂的热车之后，两辆长城哈弗出现在长春的大街上。老实说，

我们的车确实很拉风，尤其是那辆装上拓乐顶箱的银色四驱超

豪华版。长春有“中国的底特律”之称，街上的百姓都是非常懂

车的，看到换了新标的长城新哈弗，很多人都上来打听。一位一

汽的老师傅这摸摸、那看看，把各项参数问了个遍，发出了啧啧

的称赞。言下之意，一汽太需要一款我们自己的SUV了。

曾经拥有过一辆长城塞弗。二手车市场上把第一批购买自主品

牌汽车的人叫“先烈”，我严重的不同意这种叫法。尽管我的塞

弗毛病多、油耗偏大、高速稳定性差，但它曾经让一群囊中羞

涩的越野发烧友最快的实现了拥抱大自然的梦想，有越野车的

生活是一个攥着钱 3 年不放，等进口车降价的骑墙分子永远也

体会不到的。更何况此刻停在楼下的这两辆哈弗，比起当年的

“山寨丰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什么电控四驱、TCS、双气囊、

DVD、倒车影像、四轮碟刹、电动真皮座椅、伟巴斯特天窗��

想起当年我的塞弗胶皮管颠漏后呼呼冒白烟的样子，我微笑着

进入了梦乡。

紧赶慢赶还是赶上了，离长春外环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雪

像鹅毛一样落了下来。我们是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北国人的，

在北京很少见到的大雪中，每个人都心慌了。还好，高速口依然

有车通行，两辆车在寒风中瑟瑟的溜上了高速，大家都关掉了音

响，一面聚精会神的驾驶，一面用手台提醒同伴注意安全。后来

我才知道，那天的天气比起以后几天我们遇到的，就像温暖的春

天一样。人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逐步磨砺自己的意志的，我们向

着尼采心中的“超人”又迈进了一步。

雪，好大的雪啊，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雪，没有落在地上，

而是随着凛冽的风在路面上飘，时而像海浪，时而像卷云，时而

又像美女的秀发，就是不像我印象中的雪。车在雪面上碾过，不

会留下印记，而是把雪扬到后面，像扬起了一阵沙尘暴。我们谨

慎的保持着车距，任由一辆辆本地车从身边呼啸而过。长春离目

的地哈尔滨大概 2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照现在平均 80 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能不能拿哈尔滨红肠当午餐真的是个问题了。看

着旁边国道上排成长龙的大卡车，心里一下子平衡了，还好，在

封路之前上了高速，要不然没准会堵在国道上过夜了。旁边一辆

奥迪 A6 4.2嗖地超过去了，低头看了一眼仪表台，我们也挂着

高速四驱，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也开着，国产四驱难道真的不

如奥迪的 Quattro 吗？抱着较劲儿的心态，我深踩了一脚油门，

“小哈”的三菱 4G69发动机低沉的哼哼了一声，迎头追了上去。

看到与后车距离较远，我试了一下刹车，还行，换装了后轮盘刹

以后确实有力了许多，锦湖的 235/70 R16也保证了足够的附着

力。这时，一辆哈尔滨牌照的富康出租车飞似的超过了我们，这

更坚定了我加速的决心。在这样一步步谨慎的试探中，我们跨

进了黑龙江省界。雪似乎小了，我也开始对这两辆“小哈”有好

感了。

第一幕

下马威

序曲

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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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过 几 次 哈 尔

滨，印象最深刻的不是

圣 ·索菲亚大教堂，不是全国闻名的红肠，也

不是满街的俄罗斯风情，而是这座“冰城”令人头痛的

道路。俄罗斯风格的街道布局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

方辐射，这在马车风行的上世纪初期无疑是非常合理的。

但到了汽车时代，所有的俄式城市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

题——交通混乱。本以为由新科提供的最新款GPS能

够帮助我们最快的找到预订的酒店，没想到来哈尔滨简

直是 GPS的灾难，连一同带去的装载其他品牌地图软

件的导航仪也未能幸免。哈尔滨的道路转盘多，路口间

隔短，主路辅路不同向，走错路又很难绕回来，GPS里

经常出现“前方转盘第5个出口右转”、“右转上辅路然后

转向左斜前方向”这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话。哈尔滨市区

地势的高低不平也考验了我们的驾驶技术，经过了数不

清的熄火之后，我们习惯了在后面一连串的喇叭声中悠

然的重新打火，也成就了又一群技术过硬的“冰面坡起”

大师。草草吃了一顿当地有名的锅烙后，我们开始了“迷

糊之旅”。等摸到著名的抗洪纪念碑时，天已经擦黑了。

夜幕下的哈尔滨，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松花江畔

游人如织，冻得厚厚的冰面上满是狗拉爬犁，10 块钱

就能让串种的雪橇犬拉你在江面上兜一圈。如果想追求

刺激，还可以在冰雪城堡的顶端来个“飞流直下”，冰面

的低阻力带给你的体验与北戴河的滑沙和滑草是完全不

一样的。当然，心痒痒的我们来了个更刺激的，挂上后

轮驱动，在大理石铺就的抗洪纪念碑广场上玩起了漂移。

越野车加速猛、扭矩大的优势在近两吨重的哈弗上更加

明显，轻轻一给油，后轮便失去了附着力。两辆“小哈”

在五颜六色的冰灯的映衬下跳起了华尔兹，引得众游人

远东地区最大的
东正教堂，通高
53.35 米， 占 地
面 积 721 平 方
米，是拜占庭式
建筑的典型代表。
1903 年，随着中
东铁路建成通车，
沙俄军队侵入哈
尔 滨。1907 年，
圣 ·索非亚大教堂
破土动工。1997
年 6月，圣 ·索菲
亚大教堂修复并
更名为哈尔滨市
建筑艺术馆。

一阵阵的鼓掌叫好。其实冰面漂移过弯简直是东北司机

的必修课，我们的花拳绣腿只不过是蒙蒙“同在异乡为

异客”的游人而已，毕竟这么大的车能做这样花哨的动

作还是不多见的。

大凡来哈尔滨旅游的，一定要到圣 ·索菲亚大教堂

逛逛，好像没有和异国风情的尖顶合影就不曾到过哈尔

滨一样。我的心里是非常抵触这种到哪里都找标志性

建筑照相的旅游方式的，但真正看到教堂的时候，才有

种不虚此行的感觉。大概是见多了琉璃瓦配木椽的亭台

轩榭吧，第一眼看到它，顿生庄严肃穆之感。中国建筑

讲究与环境的和谐和架构的巧妙，而受宗教影像颇深

的西方建筑崇尚气氛的营造。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感

受着精美绝伦的中世纪风格壁雕，抬头是一栋拱门从

头顶压下来。置身其中的感觉仿佛是在俯首聆听神祗，

厚重的由生铁包裹的木门里面，好像真的传出了摄人魂

魄的圣歌，让人不得不慨叹西方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

游客们自然不会像我等这般的自寻烦恼了，旅行团

的路线大体都是在大教堂走马观花之后，把客人拉到太

阳岛看冰灯。太阳岛座落在松花江北岸，那里有号称世

界上最大的冰雕建筑群。行驶在松花江大桥上，就远远

的看见冰灯的光照亮了大半个天，上万立方的冰块垒成

了一座在中世纪说得上中等规模的城市。

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了，身处他乡的兴奋让一行人

精力百倍，可头一沾枕头，就都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没一会儿功夫都呼呼大睡了。我还在被窝里辗转着：晚

上怎么也得零下十几度吧，车停在外面明早打得着吗？

东西都带全了么？冲锋衣、滑雪裤、登山杖、雪镜��

今天黑龙江全境天气不错，明天会不会下大雪啊？只有

天知道。

第二幕

夜幕下的
哈尔滨

圣 ·索菲亚
大教堂

装
备

由瑞典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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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雪乡”，这

其实只是旅行者们对

它的爱称，“双峰林场”才是它的真名字。这

里地处西伯利亚冷空气与日本海暖湿气流的交汇点，一

年的雪期长达7个月，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雪乡”。从哈

尔滨进出雪乡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在哈阿高速五常出

口下，全程山路，多坡道与冰雪路面；另一条是从哈牡

高速海林出口下，虽然绕远但路要好走得多。为了稳妥

起见，我们选择了走海林的旅游公路从东线进山。事实

证明，这也不是一条稳妥的线路，越往东走，雪越大，

风越猛。哈弗高大威猛的车身此刻成了劣势，在夹杂着

雪片的寒风中隐隐的摇晃着，让我们不得不时刻紧紧的

攥着方向盘。而此刻，不断出现在急转弯前的骷髅头标

志提醒我们，一定不能跑太快。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

他在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勇敢的把身子探出了车外，

为我们留下了这段永恒的回忆。当他缩回车内时，我们

每个人都被吹进来的冷空气逼得瑟瑟发抖，他的脸真的

已经红得发紫了。用他的话说，那风，就像剃须刀片一

样割脸。“小哈”在冰天雪地中的表现还算满意，3 挡

4 挡爬长坡游刃有余，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默默的发挥

着作用，保证了四轮在积雪路面上的抓地力。但在经过

收费站的时候，银色“小哈” 的驾驶员一侧电动摇窗机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而永久的罢工了。

一个 3 挡的长坡我们足足爬了10 分钟，翻过山口，

豁然开朗。刚才纷飞的雪花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

们不得不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概因为地势不同和

风向的差异，造成了牡丹江市辖区域与哈尔滨境内截然

不同的天气。又行驶了大概 60 公里，我们在海林市下

了高速公路。这里是我们到雪乡之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

加满了燃油，检查了车辆，我们准备发起冲锋。因为今

天是 2008 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

这个公历的除夕之夜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

半路的门市部买了一箱花炮。通往双峰林场的道路是新

修的，路况是没得说，在加上我们的两辆“小哈”经历

了刚才的魔鬼考验，现在正处在最佳状态。我们以120

公里的时速编队飞驰着，直到离雪乡最近的镇店长汀镇，

都没怎么踩刹车。按照这个进度，我们大概会在 5点

左右到达离长汀140 公里的双峰林场。可现在，两个

问题困扰着我们：第一，去雪乡的必经之路上为什么很

少有旅游车？第二，离雪乡还有100 多公里了，雪在哪

里？前面已经是雪乡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门了，还是没有

雪的踪影。停车验票时，我怯生生的问了护林员们上述

的两个问题，引得满屋哄堂大笑。进山门后，我们马上

得到了这两个答案：车少是因为没有人敢在这点钟进山；

没雪是因为进得不够深。

伴随着路况的恶化，雪也越下越大，最堵心的是刚

刚 4点一刻，周围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越往北天黑

得越早。我们的疏忽，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前

不着村，后不着店；大雪纷飞，伴着寒风呜呜作响；

此刻，我们的世界，只有黑色和白色。周围一团漆黑，

车灯照处尽是皑皑白雪；GPS 上一团漆黑，只有显示

经纬度和方向的电子罗盘还跳动着白色。突然，在视线

的远方，雪乡标志性的小红灯笼出现了。于是，小木屋、

东北小烧锅、小鸡炖蘑菇、5人大火炕、烟花爆竹⋯⋯

在 2008 年的最后一天，向我们靠近。

第三幕

穿林海
跨雪原

装
备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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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备

花
絮

花
絮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雪

乡的雪一滴一滴的融化，周围依

然还是皑皑的，但房前屋后满是水滴。醒来才知道，

是昨晚的炕烧得太热了，像在铛里烙大饼一样。这里的住宿很有

特点，这样的家庭小旅馆一铺炕能睡五个人，只要 50 块钱。好

客的老板娘抱了一捧干松木进来，一会儿功夫，便听见松油的呲

呲声，炕烧好了。别看房钱便宜，这里的饭菜价格可不实惠，农

家菜价钱可以比肩北京的中档饭店了。还有就是给车住的暖库，

一宿一辆车要150 块钱，比10 个人的住宿费还要高。一来为了

省钱，二来为了考验“小哈”的低温启动性能，我们把两辆哈弗

停在了零下30 多度的冰天雪地里。

吃罢馒头米粥管够的“农家自助早餐”之后，我们迫不及待的

出来打火着车。看到旁边一辆丰田轿车用棉被盖住发动机舱，心

里不禁心虚起来，一按遥控钥匙的开锁键，车内照明灯啪地亮了。

还行，有电。但拉开车门要用很大的劲儿，冻住了。我坐进冰冷

的驾驶室，瑟缩着找到钥匙门，同事们都围过来看着。一声低沉

的声音从前面传出来，打着了！看到怠速正常，我习惯性的拨动雨

刷打扫前风挡，伴随着啪的一声，雨刷永远停止了工作，太冷了。

第四幕

梦里
雪乡

昨晚的雪下了足足一尺厚，大家一起动手清扫门前的积雪。

举目四望，景色真的美得让人发傻。眼前的小屋一座挨着一座，

被厚厚的雪堆连成了一片，屋顶炊烟袅袅，旁边堆满了木柴。雪

橇犬懒懒的趴在门口，鼻孔冒着热气，东张西望，欢迎着一早上

山拍日出归来的游客们。家家屋檐下都挂着灯笼和辣椒，在白雪

的映衬下红得格外鲜艳。远处的山上满是针阔混交林，一根根像

长了杈的白火柴棍似的，插满了山坡。提起鼻子一闻，没错，这

就是雪的味道，能够荡涤一切世俗的干净、纯净。要不是其间穿

插着身着各色冲锋衣、滑雪服的游客，真以为置身于白雪公主的

童话世界呢。

雪乡小镇的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唯一的主干道雪韵

大街还不到一公里长。但雪乡的商业化气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雪韵大街两侧店铺林立。现在是阳历新年期间，不是雪乡的客流

高峰，大部分床位还都空着，店家们的竞争也达到白热化。昨晚

招待我们的老板娘说，如果到了农历新年，比我们昨晚还要晚的

时间还有客人上门，100 块钱一个的铺位根本找不到。看来我国

的旅游消费真的是在逐步走向成熟，来雪乡过年都成了东北人的

时尚了。



38 02/2009
POPULAR AUTO

 02/2009 39
POPULAR AUTO

装
备

花
絮

带着些许的不舍与伤感，

我们离开了迷人的雪乡。原路

返回时，我们一下子对自己的技术和胆量肃然起敬

了，敢情昨晚我们是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练习冰雪路驾驶技

术的，现在想想，后怕得惊出一身冷汗。轻车熟路，没怎么费功

夫就开出了山门。下一站，我们要赶往大英雄杨子荣曾经战斗过

的威虎山——座山雕的老巢。它就在横道河子镇附近，是从哈尔

滨前往牡丹江的必经之路。

威虎山名气非常大，但没有什么可玩之处，几处自建景观装

饰痕迹太重，失去了游览的实际意义。不过，这一趟没有白来，

因为我们在横道河子感受到了哈尔滨所不具有的俄罗斯风情。沿

着地图册的指示，我们苦苦寻找着俄罗斯老街，可围着残破的小

巷转了几圈，一无所获。这时突然想起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环顾四周，我们不就在俄罗斯老街上吗？按照

在哈尔滨的思维定势，俄罗斯建筑就一定要是洋葱顶的拜占庭式

或尖顶的哥特式。殊不知这里是远东铁路的起点，在这里居住

的不是修路工人就是小商贩，最廉价的建材就是木头。于是，一

在东北，只要有雪有山，就一定有滑雪场。相比其

他地方的山寨型雪场，雪乡这里应该是最高规格的。驱

车走在进出雪乡的路上，不时会看见背着步枪的滑雪运

动员从身边滑过，走到前面才恍然大悟，这里是八一滑

雪队的训练基地。在奥林匹克公寓门口，我们遇见了正

要赶去训练的国家队的高山大回转选手李洋，她对我们

的杂志和两辆哈弗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回有吹的

了，我们的车是冠军坐过的。

我们没有刻意的乘坐收费的狗拉爬犁去拜 POSE，

也没有去品尝昂贵的林蛙和麋鹿鼻，而是用两辆车摆成

了球门，玩起了雪地足球。零下二十几度的冰天雪地里，

我们越来越 HIGH，中场休息时，浑身冒着热气的我们，

每人吃了一根小时候有名的“小人儿雪糕”。那种超硬的

口感非常独特，好在我们习惯了，因为路上吃的德芙和

士力架都是这种物理性质的。在慨叹体能下降的时候，

我不由得怀念起了学生时代的流金岁月。的确，现代生

活的快节奏在带给我们财富的同时，剥夺了太多的乐趣，

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而此时此刻，我们才是最充实的。

座座尖顶小木屋就在这里矗立了100 年，向世人诉说着岁月的沧

桑。

1903 年，中东铁路由沙俄建成通车，老毛子开始了对我中

华大地的侵略。如今，当年的铁血动脉早已被我们的电气化铁路

所取代，只留下一排孤零零的机车库，显示着火车在机器大工业

时代的辉煌。当地铁路道班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这里的机车库

是中东铁路的起点，由于前些年没有重视文物保护，被拆得只剩

下这一间了。《闯关东》等很多部电视剧的桥段是在这里拍摄的，

这里过两年还要建成一个铁路博物馆，把许多古老的蒸汽机车头

重新停进库里供人参观。同时，他帮我指出了地图册的一个小小

的印刷错误：俄罗斯老街旁边标注有一个叫“喇叭台”的景点，

其实应该叫做“喇嘛台”。那是当年给沙俄工人和守军建造的教堂，

作用和哈尔滨的圣 ·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只是当地百姓不知道基

督教为何物，见到老毛子对教堂顶礼膜拜，就与喇嘛寺联系在一

起了。喇嘛台与横道镇上其他建筑一样，用木头建成，这里方圆

百里都是林场，用砖盖的房子只有刚才看到的远东第一机车库和

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

第五幕

寻找
喀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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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的旅程匆匆而过，把

车停在冰冻的牡丹江边，迎着

夕阳，我一个人默默的发呆。今天是农历腊八，天气格

外寒冷，而我，一个华北来的孩子，此刻却没有一丝寒意。一天天、

一幕幕记忆的珍宝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飞：哈尔滨五光十色

的夜、双峰林场壮美的雪、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以及惊险刺激的

雪地驾驶体验，让每一个即将返程的同事都默默无语。车内音

响里传来朴树的歌：“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

子飞翔⋯⋯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

桦林。”

后记

在回程的路上，同样让我们依依不舍的，还有两个忠实的

旅伴：长城新哈弗四驱超豪华版。大家都是汽车圈里的人，对

国产车总有种疙疙瘩瘩的不信任，这倒不是偏见，毕竟一个

巴掌拍不响。但回程的高速公路上，两辆装备了三菱技术的

4G69 2.4升发动机的“小哈”，经过一路各种复杂路况的充分

磨合后，再次技惊四座。路况好的情况下，两辆车以令人惊讶

的190 公里的时速巡航，将路上 20万以下的车全部灭掉。一

路下来平均油耗10.5升每百公里，小毛病各有一次，动力系统

正常，四驱系统正常，电器系统正常。哈弗向给它投票的新浪

网友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如果说在横道河子看到的俄式建筑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

历史见证，那么在绥芬河市领略到的俄罗斯风情就是中俄两国一

衣带水的写照了。雪乡之行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接触俄罗斯的机

会，到底有多近，从牡丹江出发不到 200 公里，我们就已经呼吸

到俄罗斯的新鲜空气了。绥芬河是与俄罗斯进行边境贸易的口岸，

因临近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两座俄国大城市而异常繁华。站在边

界线祖国母亲的一侧望去，对面的金色洋葱顶小别墅非常漂亮。

只是没有在对面看到据说在俄罗斯卖得非常不错的长城哈弗，如

果有的话，我们一定鸣笛致意，让他们一睹新款“小哈”的风采。

走在依山而建的市中心大街上，俄国人出现的几率跟中国人一样

高，店铺的招牌都用中俄双语，每家副食店都有俄式的大咧巴出售。

坐在著名的列娜西餐厅，切开口味纯正的基辅肉，听着欢快的俄

罗斯手风琴演奏，此刻，我们仿佛找到了心中的喀秋莎。

尾声

挥别
白桦林 车讯贴士

行车线路：北京出发→京沈高速→沈阳→沈哈高速→哈尔滨
→哈牡高速→海林出口→旅游公路行驶 170 公里到达雪乡；
哈牡高速横道河子出口下行 5 公里→俄罗斯老街、威虎山
景区；
牡丹江→ G301约 200 公里到达绥芬河市。
旅行费用：单程约 2500 公里，过路费约 600 元，食宿每
人每天约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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