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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

遊子回流空心村

村民住別墅
鄉愁旺旅遊

建國

■腰長河村的變化令當地居民笑
逐顏開。
逐顏開
。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一家人 一家親
中國兩大錫伯族聚集地之一的遼

寧腰長河村，依遼河濕地而生，自然
風光優美。“過去老百姓是捧着‘金
飯碗’在討飯。”村黨支部書記蘇振
宇對這些年的變化如數家珍，“土地
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現在我們都實現了。”2016 年至今，
這裡從嚴重空心化、人均年收入不足
8,000 元（人民幣，下同，約 135 萬韓

元），到如今村民住進聯排別墅、全
村共有年保底分紅 50 萬元（約 8,454
萬韓元）、鄉二代三代陸續回歸，通

喚醒遼寧錫伯鄉

過村莊整治、宅基地整理喚醒沉睡的
錫伯故土，留住了這一古老民族的百
年鄉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于珈琳 沈陽報道

濕地河灘、古樹叢林、無垠草原，距
遼寧沈陽市區約 50 公里的遼河七星
國家濕地公園中的原始風貌正是蘇振宇口
中的“金飯碗”。河岸一側，散佈着的錫
伯族村落，較好保留了農耕文明，延續了
供奉該族女神“喜利媽媽”、舉辦祈豐儀
式等民族傳統，腰長河村便是其中的自然
村之一。作為這裡的新
鄉賢，蘇振宇的另
一重身份是旅
遊管理公

司的總經理，同時也是鄉村振興項目“錫
伯故里”的發起人和負責人。
2015 年，蘇振宇剛到這裡時，“青壯
年都出去打工，村子萎縮嚴重。我是做規
劃出身的，眼看着老百姓守着這麼好的自
然和文化資源卻出去‘討飯’。”他決定
扎根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要留住一大批
拿了拆遷補償款打算徹底離開的村民。
“全部飛去陝西袁家村學習！”蘇振宇自
掏腰包買飛機票、請村民住民宿，安排參
觀當地近千個農文旅項目，終於全部原村
民決定留下，並成為此後項目發展運營的
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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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索繩寓女神 保佑人丁旺
提到錫伯族的文化，就不得不提“喜利媽
媽”，她既是該族女神，又是長長的、具有圖騰
意義的繩索，是錫伯族的家族史，由“喜仁媽
媽”演變而來，在錫伯語中“喜仁”意為“藤蔓

銅錢表示生活富裕。木鍬、木叉等表示農業豐
收。
每年春節，錫伯族人都將喜利媽媽請下，
將索繩從屋內西北角扯到東南角，把繩的兩端
掛在房椽上，擺上供品，燒香磕頭，直到農曆
二月初二，再放回原處。這一行事，帶有結繩
記事的遺意，是家族繁衍的標記，是錫伯族沒有
文字時代的家譜。

興隆台錫伯族鎮
 

黃家錫伯族鄉
" 

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入股後的《不動產權登

■蘇振宇介紹錫伯小鎮的未來規劃
蘇振宇介紹錫伯小鎮的未來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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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證書》、第一張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證書
等一系列制度突破。

村企發力 收入暴增
鄉村振興最受益的當屬村民。村委副
書記張寶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以
前我們在村子裡的老人只會種地，除去自
己家吃用，每年就剩 3,000 多塊錢。”這
個他生活了30多年的村莊，村集體資產一
度只有幾百元。如今“村企合營”新模式
下，合資公司通過整理村民宅基地、道
路、廣場、閒置土地，有效優化盤活農村
存量和低效建設用地 100 畝，村集體資產
猛增到900萬元。
如 今 ， 總 投 資 3.5 億 元 、 佔 地 100
畝、建設中的錫伯族特色古鎮正成為這裡
農民致富乃至創業的新平台。小小村落的
翻天巨變也將帶來錫伯文化的又一次繁榮
繁盛，到2020年，錫伯家宴、圖伯特紀念
館、《大西遷》盛典、貝倫舞、薩滿舞等
涉及錫伯族風物、民俗、音樂、舞蹈的歷
史文化都將在這裡呈現，成為錫伯人的精
神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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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利媽媽
喜利媽媽”
”在錫伯語
中有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
興旺之意。
興旺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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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伯族聚集區概況
錫伯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歷史
悠久的古老民族，原居東北地區。
今錫伯族多數居住在遼寧省沈陽和
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等地，總
人口約19萬，其中遼寧錫伯族人口約有13.3萬人，
佔全國錫伯族人口的70.2%，居全國第一位。
1978 年以後，遼寧省先後成立了沈陽興隆台錫
伯族鎮和黃家錫伯族鄉，腰長河村就是黃家街道北
部長河村的附屬自然村，村內共有村民 49 戶、182
口人，60%以上為錫伯族。村內村屯面積117畝，耕
地面積1,100畝，農業生產以傳統水稻種植為主。

■腰長河村坐擁 1.3 萬畝的遼
河國家濕地公園，
河國家濕地公園
，自然風光優
美。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 共 和 國 檔 案

黑瞎子島回歸 確定中俄邊界
黑瞎子島是中國地圖上的“雞冠”部
分，由銀龍島、黑瞎子島和明月島三島組
成，面積 300 多平方公里，約為香港大小的
三分之一。這裡是“中國最早見到太陽的地
方”。90 年前的 1929 年，前蘇聯佔領了整個
黑瞎子島。11 年前的 2008 年，在離開祖國懷
抱長達 79 年後，黑瞎子島的一半正式回歸祖
國，中俄長達 4,300 多公里的邊界線全部確
定。黑瞎子島的潮落潮起，見證了中俄邊界
的紛爭起伏，也見證了中俄關係的變遷發

展。
網上公開資料顯示，1929 年，前蘇聯佔
領了整個黑瞎子島。1964年2月23日，中俄開
始就黑瞎子島歸屬問題展開談判，但這一談就
是 40 多年，直到 2004 年，雙方才在北京簽署
相關邊界協議。根據協定，黑瞎子島一分為
二，西側靠近中國的一半島嶼歸中國所有。
2005年，俄羅斯杜馬、聯邦委員會和中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先後批准了協議，從而為黑瞎子
島歸屬問題的最終解決劃上了一個句點。

2008 年 10 月 14 日，中俄兩國在黑瞎子島
上舉行“中俄界碑揭牌儀式”，中國正式收
回半個黑瞎子島的主權，這標誌着中俄長達
4,300 多公里的邊界線全部確定。輿論認為，
黑瞎子島的部分回歸是中俄友好、和平解決
領土紛爭的一個成功案例，曾經困擾中俄多
年的這一頁歷史，終於得以翻過。
2011 年 7 月 20 日，黑瞎子島開放旅遊。
2015 年，黑瞎子島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中俄也將迎

來建交 70 周年。正如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
毅在今年全國兩會記者會上所言，70 年間，
中俄關係走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正是在這
種磨礪和考驗中，中俄關係日臻穩定成熟，
並且找到了一條正確的相處之道。兩國政治
上彼此信任，經濟上互利合作，國際事務中
相互支持，成為當今大國關係的典範，既為
兩國人民帶來巨大福祉，也為地區和世界的
和平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2008 年 10 月 14 日，中俄雙
方在黑瞎子島舉行中華人民共
和國與俄羅斯聯邦國界東段界
樁揭幕儀式。
樁揭幕儀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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