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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苏总揽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 船儿满江鱼满舱”脍炙人口的

《乌苏里船》赫哲族民歌，描绘出一派乌苏镇的赫哲族人丰收的喜悦生活。

　　乌苏镇是中国最东部的小镇，最早凌晨2点多就迎来中国第一缕阳光。镇前是乌苏里江，隔江

与俄罗斯相望；镇后是蜿蜒的小河。小镇四面环水，树木苍郁，空气清新。它长500米，宽1000米

。镇上只有三户“人家”：东极宾馆的一对夫妇，驻扎当地的若干哨兵，水质监测站的夫妇，堪

称世界最小的镇子。因地处偏远，游客稀少，乌苏里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孕育出的原始森林、湿地

等自然景观保存非常完好。

　　金秋时节，抚远县通江乡至乌苏，乌苏至抓吉乡，是最宁静也是最“色”的徒步路线。沿途

密布的河、湖、沼泽，带来摇曳的金色芦苇、野荷，雀跃的鱼和南迁的鸟，典型的湿地风光和北

大荒迷人的秋色一览无余。道路两旁密集的白桦林则是路上最美的风景，斑斓的色彩能让徒步的

艰辛瞬间全无。更有江对面的俄罗斯教堂、五彩山以及路边各种有名或无名的小花恣意绽放，为

徒步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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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苏的秋天还是收获的季节，2点多的日出造就了中国最勤劳的捕鱼人。乌苏是我国著名的大

马哈鱼渔场，被称为“金色的网滩”。每年秋天白露前后，乌苏镇附近的乌苏里江畔搭满临时帐

篷，四面八方赶来的渔民商贩，使这里一改往日宁静，鱼跃人欢，场面极其壮观。

　　最佳赏景时间：9月中旬（农历的白露时节）～10月上旬（下雪前的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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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乌苏地区的最棒体验

   

1、最惬意的东极徒步

　　乌苏是个小小的地方，在这周围的美景中徒步，连路痴也不太可能迷路。金秋时节，抚远县

通江乡至乌苏，乌苏至抓吉乡，是最宁静也是最“色”的徒步路线。

 

　　抚远-通江乡-团结村段，抚远到通江乡之间，道路两旁密集的白桦林是路上最美的风景，斑

斓的色彩能让徒步的艰辛瞬间全无。通江乡到团结村之间是平原区，因紧挨乌苏里江支流，形成

了许多天然的湿地、水田，田里的大豆正在等待收获，典型的湿地风光和北大荒迷人的秋色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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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余。

　　抚远-团结村段全程16公里。其中7公里处为莽吉塔古城遗址，10公里处为通江乡，16公里处

为团结村。以途中不时停下拍照计算，约需6小时。

　　乌苏到抓吉段，这条徒步线路传说是人生必走的徒步路线之一。江对岸是五彩的抓吉山，江

边是一望无际的湿地和水田，沿途密布的河、湖、沼泽，带来摇曳的金色芦苇、野荷，雀跃的鱼

和南迁的鸟。这一段有两种徒步方式，一种是沿江边走，一种是沿公路走，各有各的优劣。沿江

边则更亲水，江对岸的五彩山一览无余，但地势太低，可能会被江边荆棘挡住视线，从而错过路

西非常美丽的湿地风光；沿公路走则地势更高，可以拍到内容更丰富的照片，但脚可能因走水泥

路而稍不舒服。

　　乌苏-抓吉全程12公里，其中4.2公里时会经过南岗子村，6.6公里时经过腰亮子村，再经过一

个长湖，5.6公里之后到达抓吉镇。以途中不时停下拍照计算，约需4小时。 

　　旅人提示：

　　1、由于在东极，乌苏天亮得早的同时也黑得早，秋天往往下午四点多就开始黑了，徒步的话

需要提前做好时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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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乌苏不仅是最勤劳地迎接太阳之地，因绿植太繁茂，生长于其中的蚊虫也是全国最勤劳的

。一定要把自己武装好，否则全程将会被蚊虫追赶。

　　3、抚远到浓桥段风景也非常漂亮，路西沿途有漂亮的大力加湖相伴，全程23公里，若徒步的

话建议从抚远往浓桥方向走，这样就不会有逆行在公路上的危险。

   

2、凌晨起床看中国最早的日出

　　乌苏是东极，是中国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自然的，去乌苏迎接中国的第一缕阳光便成了

一项极有纪念意义的事。虽然憨憨的东北人见此通常会直乐：还有花钱来这看日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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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第一轮红日涌出，“沧海浴日，金轮晃漾”，万物披上了金黄晨缕，记录下这一生难忘的

时刻，我们是共和国最早看见太阳的人，是最早迎来曙光的人。

 

　　看日出最佳点是两江交汇处。从东极宾馆出发，沿着江边往东北方向需穿越片片野草树木，

走20分钟左右到达。

 

　　乌苏日出时间因季节而不同，具体需要咨询当地人，以免白等或错过美景。日出时间参考：

夏至（6月21日或6月22日），日出是一年中最早的，为北京时间凌晨2点10分左右。7月下旬，3点

10分。国庆期间，4点45分。

 

　　如果闹钟响后，发现外面在下雨或天气差到日出的概率很低，也是寻常事，大可不必失落。

不信你可以翻遍相关游记而发现，历尽艰辛到乌苏却没看到日出的大有其人，释怀，释怀。

 

　　旅人提示：

一年四季（当然包括夏季），乌苏的夜都很冷，尤其是雨后，如果是秋天时节早起看日出，夜间

温度约为1度左右，穿羽绒服绝不为过。

   

3、 贸易市场大赏异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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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远处在国境线上，与国际间通商历史悠久，尤其与俄国人的贸易已逾百年。1992年，沉默

多年的抚远县因蓬勃的贸易战绩被批为一类口岸。口岸城市的贸易市场都是值得一逛的。抚远的

正阳贸易市场也不例外。

 

　　正阳贸易市场主营中俄贸易，市场里有中国人喜欢的俄国货，但更多的是俄国人喜欢的中国

货，平均每天有500多俄罗斯人涌入涌出市场，卢布通用。所以置身于市场中，仿佛到了异国他乡

。所有的小店牌匾上都是俄文，连买家、卖家讨价还价说的都是俄语。反而国内买家是稀客，那

当时我们一行就被好事摊主发问：“你们是外国人吗？普通话说得太好了！”顺便说一句，俄语

的“你好”发音为“哈拉少”，当遇见让你哈喇子横流的俄罗斯美女或帅哥时，这句问候语用得

上。当然，也切忌对人指指点点，以免他们用更流利的普通话回答你。

 

　　由于抚远口岸只通关半年，冬天闭关，所以冬天的正阳市场门庭冷落，是看不到俄罗斯美女

的。开关时间：4月17日，最迟5月12日；闭关时间：10月28日左右。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抚远县抚远镇正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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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哲风情全鱼宴，一个不能少

　　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鱼，家家户户的住房东侧都有一个鱼楼子，当地人称“塌古通”。里面

拉的是鱼坯子，腌的是鱼籽、鱼块，还有一缸缸的鱼毛（用锅炒干的鱼松）。屋前房后的木板围

墙上，挂满了一块块闪光的绞丝网。赫哲人过去穿的是鱼皮，吃的是鱼肉，住的是鱼皮围的撮罗

（窝棚）。直到现在人们仍旧爱吃“生鱼”，并用它来招待客人。婴儿刚出生，家里人用鲜美的

鱼籽和杀生鱼招待乡亲，报告家庭繁衍兴旺的喜讯。孩子刚五六岁就开始学叉鱼、钓鱼，到了十

几岁就跟父辈下江捕鱼了。姑娘出嫁，挑女婿的条件也离不开鱼，非得是捕鱼能手、削烤鱼杆的

不可。姑娘到婆家，坐的是鱼船彩车，穿的是鱼皮衣裤。亲人去世，亲友们带着鱼和酒吊唁，表

示对死者的怀念，让勤劳了一生的打鱼人死后也有鱼、酒陪伴。这是对九泉之下的人最好的告慰

。

　　所以到街津口，必吃全鱼宴。当地菜推荐：它拉卡、鱼刨花、炒鱼毛（鱼松）。鱼类菜基本

是30元以上一道，但鱼全部出产自江中，肉非常鲜美，且量巨大，绝对对得起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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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价：鲤鱼（腹部红、黄色）35元一斤，小的都有5斤重，可一半生拌、一半红烧。

　　吃完全鱼宴还可以在当地人家中买散装的充满赫哲风味的鱼松，它富有营养，是给小孩拌粥

的好食材。不同的鱼所制成的鱼松价格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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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设计和预算

　　街津口是赫哲族聚居的一个乡，北临黑龙江，对岸是俄罗斯。赫哲族是我国北方唯一以捕鱼

为主要生产方式和使用狗拉雪橇的民族。

　　行程设计：这条路线非常简单，围着乌苏转半圈，再到街津口看看赫哲族，是一条非常休闲

惬意的路线。若不考虑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你甚至可以考虑携老带幼加宠物来此逛一逛。

 

　　预算：

　　此行程的预算会令你小吃一惊。途经之地是如此朴素，基本不会激发什么物欲，门票基本为0

；

 

　　交通（起终点均为哈尔滨计算，火车卧铺、客车、公车）预计400元；

 

　　住宿：以每晚30元为标准，需150（有2晚在火车上）；

 

　　吃：以人均每天50元为标准，共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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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行程费用为门票0+交通400+住宿150+吃400=950元，则总费用为950元+你从出发点到哈尔

滨的往返费用+自行购物。如果你足够精打细算，从950元预算中节省出200多元来也不算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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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点详述

   

1、乘船观黑瞎子岛

岛上的尖顶教堂

　　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过去一直是个争议之地，其西半部于2

008年10月14日才归中国所有，东半部仍为俄国所有。

　　黑瞎子岛地处我国最东端——处于“金鸡”版图上“鸡冠”位置，总面积约335平方公里，是

一块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抚远水道连接“两江”，使其成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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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环水的岛屿。

　　黑瞎子岛并非江中岛屿，而是一块冲积而成的三角洲，面积约327平方公里。这里处于未开发

状态，由银龙岛（俄语称其为塔拉巴罗夫岛）、黑瞎子岛、明月岛3个岛系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

有山，有水，有湿地，也有平原。一眼望去，呈现出一派原生态的郁郁葱葱。地势平坦的岛中心

，被稀疏的植被所覆盖。自然生长的芦苇比人还高；而树木却不见高壮粗大的主干，如灌木丛般

密密层层地蔓延。江中不时有俄罗斯大小蓝灰色的军舰。尖顶教堂则几乎成为黑瞎子岛的标志。

　　黑瞎子岛景区的最大特色，是东极文化、民族文化、两江文化、边境文化相统一。

　　之前黑瞎子岛一直没有对外开放，直至2011年7月20日它才正式对外开放。目前黑瞎子岛旅游

项目属于开通初期，游客可以参与“上岛游”和“界江游”两种游览方式。

　　上岛游是指游客乘车上岛，可以参观俄罗斯军营旧址、回归交接纪念碑等景点，在湿地栈道

欣赏黑瞎子岛秀美的湿地风光，参观建设中的北大荒生态园。此外，还可以游览只有一户人家的

乌苏镇，参观“东方第一哨”，在太阳广场参观“东极极标”。“界江游”主要是乘船游览大界

江黑龙江风光。

　　旅人提示：

　　黑瞎子岛距离哈尔滨直线距离830公里左右，乘火车前往最为方便。目前登岛需要组团，散客

不能登岛。上岛游由黑龙江省国际旅行社负责经营。省内游客可直接和黑龙江省国旅联系，外地

特别是南方和国外游客上岛旅游，可以到当地的组团旅行社报名，通过组团社与黑龙江省国旅联

系登岛旅游事宜。

　　黑瞎子岛最佳旅游季节为每年6—9月。

　　费用参考：从哈尔滨出发前往黑瞎子岛旅游，行程为4天3夜，总费用约为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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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瞎子岛位置图

   

2、百种鱼标本看个究竟

                                               17 / 40



�������

乌苏：最早看到日出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鱼。抚远县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盛产鲟鱼、鳇鱼、大

马哈鱼、“三花五罗”等，“中国鲟鳇鱼之乡”、“中国大马哈鱼之乡”这两个称谓是当之无愧

的，黑龙江省鱼展馆座落在抚远县也是应该的。如此分析，在我们就要向两江交汇处进发之前，

岂能不先到鱼展馆看个究竟？

 

　　鱼展馆里云集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鱼类标本，它是我国最大的淡水鱼展馆。虽

然扑鼻的鱼腥味可能有些小煞鱼景，但当看到巨大、面目有些狰狞的鳇鱼等标本时，你会心理满

足，因为你看到了特别的东西，这不正是我们出行的目的之一么？

 

　　600多平方米展厅的鱼展馆云集着21科72属105种黑龙江水系特有的鱼种标本。其中包括素有

“淡水鱼之王”、“水中活化石”之称的达氏鳇鱼标本、史氏鲟鱼标本、黑龙江盛产的名贵鱼种

“三花五罗”标本和大马哈鱼、黑鱼、大白鱼、乌苏里白鲑等标本。在这些标本中，最大的是一

条87岁、长达3.8米的鳇鱼标本，小的麦穗鱼标本仅有4厘米左右，最小的是黄豆粒大小的马哈鱼

卵。

 

　　当然，和所有的展览馆一样，鱼展馆也是要宣传知识的。它通过实物标本和图片说明展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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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鱼传说、捕鱼工具及沿革、鱼文化和一些领导们更关心的宏大命题，比如

“渔业可持续发展史”、“科学研发”等高新内容。

 

　　为了宣传赫哲族传统文化，鱼展馆还开辟了赫哲族鱼文化展厅。内展示了赫哲人生产生活用

具近百件，有赫哲人传统的捕鱼工具，专门用来对付千斤鳇鱼的快钩、捕捞大马哈鱼的三层网、

鱼叉及冬季捕鱼的冰川、撅垯钩、冻板网等工具，以及赫哲人特有的鱼皮服饰、桦皮船等。

 

　　门票：无

　　地址：抚远县抚远镇沿江路；电话：0454-2133558

　　主页：http://www.fyxhy.com

   

3、 东方第一哨：乌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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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第一哨位于我国最东端的抚远乌苏镇，是全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哨所濒临清澈的乌

苏里江，隔江与俄罗斯相望，哨所后是蜿蜒的小河，四面环水，树木苍郁，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

 

　　乌苏镇历史悠久，民国初年这里十分热闹，有福源茂等商号9家、杂货店10余户，150余人，

以与对岸俄罗斯人进行易货贸易为主，货物颇为丰富。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东北军三营100

多名将士为保卫乌苏镇全部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乌苏镇以其捕捞大马哈鱼的优良滩地而闻

名中外。这里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到此观日出、看雪景、访哨所。

 

　　门票：免费。

   

4、沿江公园

                                               20 / 40



�������

乌苏：最早看到日出

位于江边的沿江公园为抚远的地标，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风景秀丽，花香沁人心脾。公园中心

有一城标，城标为２０米高的不锈钢球体，预示着东方一颗明珠，中间是Ｆ字形，代表＂抚＂字

，两条鱼构成Ｙ字形，代表＂远＂字，是抚远特产——鲟、鳇、鲑鱼的故乡。宽敞的公园为抚远

人民提供了集娱乐，健身一体的最佳休闲去处。

 

每当东方天际映出红霞，沿江公园便从沉睡中醒来，锣鼓声、唢呐声、音乐声伴着江涛一起响起

，晨练的人们扭秧歌、跳舞、打拳——整个沿江公园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最有趣莫过于春秋两

个渔汛期时坐在江沿观鱼，江中机声轰鸣，渔舟竞发，鱼市更是热闹非凡。有活蹦乱跳的鲤鱼，

有驰名中外的三花五罗，还有抚远特有的大马哈鱼和鲟鳇鱼，这里真是一片鱼的世界。

门票：免费

   

5、大力加湖

大力加湖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西北部。北临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西与同江市银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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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临；南部、东部分别同抚公路与二抚公路为界。风景区东西最长度为21公里；南北最大宽度13

公里。全区部面积32.28万亩。

 

大力加湖水面平稳，水为无色透明，里面生长着各种杂鱼，每每游人来此一边坐在湖边钓鱼。一

边远望那秀丽的山川，尽情地领略大自然赐给的美。游人还可以在这清澈的湖水里痛痛快快地游

泳，洗去旅途的疲惫，令游客留连忘返。湖区交通便利，有公路直贯其中，湖区有野兔、貉子、

野猪、野鸡、狍子及各种鸟类。为灌溉农田和综合利用，1989年—1992年建水闸一座。

 

地址：浓桥镇至抚远的路西，坐车前往抚远时必能看见。

门票：不需要进景区吧，路边看看即好。

   

6、三江湿地

三江湿地被评为中国六大最美湿地之一、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和中国黑土湿地之王。

总区域为20万公顷的国家级三江自然保护区境内大小河流50多条，湖泡200多个，江心岛26个，沼

泽遍地。其地势低洼、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泡星罗棋布，是水禽、鸟类的天然乐园。雁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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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成群结队在水中嬉戏；丹顶鹤、金雕等搏击长空；马鹿、狍子在草地上奔走觅食；湿地中的

大片小叶樟草在风中沙沙作响，为湿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门票：20元。

交通：佳木斯有开往三江自然保护区的班车，下午18：30，19：30有两趟卧铺客车，票价90元，

约10小时的车程。

   

7、白四爷庙

白四爷庙位于县东城北10公里的城子山山脚下，为一自然山洞，高2米，宽1米，深约4米。当地居

民称之为"白四爷庙"。1998年当地居民集资在洞前建一高12.12米，宽3.6米，长10.8米庙宇，并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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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一尊。此庙面临黑龙江，每年渔期渔民们都去"白四爷"庙焚香上供，以图个吉利。无论来抚

远的客船还是货船，每当行驶到此处时都要鸣笛致意。外地来的游人和善男信女们纷纷前来烧香

祭祀。传说行侠仗义的白四爷曾住此，更具传奇色彩。现在，抚远人民集资重建了"白四爷"庙，

让全国各地来这里的游人大饱眼福。

 门票：免费

 

   

8、海青荷花湖

抚远荷花资源比较丰富，较大的荷花泡有3处，一是海青乡四合村南3公里处的四合荷花湖，面积

约40亩；二是永安村东4公里处的荷花泡，面积约50亩；三是姜明礼岗下的荷花湖，面积约60亩。

湖泡中荷花密度一般在5株/平方米，每年七、八月份，荷花盛开，游人湖中划舟，随手采莲，胜

游西湖，大可萌生古人“莲动下渔舟”般的盎然诗意。这里即是荷花分布区，也是白天鹅、丹顶

鹤、白鹳、鸳鸯等稀有珍禽栖息繁衍的场所，若遇良机碰到珍禽观荷戏水，乃是一生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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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免费

   

9、莽吉塔古城遗址

莽吉塔古城遗址令抚远人为之骄傲，它位于县东城北约20华里的城子山上，这个南北走向的漫山

岗，南与抚远镇东山相连，东距通江乡小河子村三里地，北、东北、西北三面被黑龙江所环绕，

同俄罗斯隔江相望。

 

古城坐落在临江陡立的城子山江面的山头上，城墙沿山势走向而筑，呈马蹄壮，东北宽、西南窄

，南墙长45米，西南墙长为380米，东南墙长为203米。北面和西面借自然峭壁为障，没筑城墙，

墙为夯筑，层次清楚，墙两侧挖沟为护城壕，陈迹至今可辨。现存城墙高2—3米，低处0.5—0.8米

，基阔4—6米，顶端现存宽0.6—1.5米。此城仅有一门，在中南中部略偏南为一豁口，宽为7米，

高为1.8米，在门址处发现有较大的花岗岩8块，均有一面加工严整，长450毫米，宽400毫米，厚30

0毫米的长方形石头，当内门基石一类的建筑材料。在城中看到大小不等，高低不等的土堆，为当

年建筑遗址。城中有石砌水井一口，因年久现已淤平。在东南墙的中段有现边防哨所一处，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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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靠山角下则有“白四爷”洞。

 

据考证：莽吉塔城是明代永乐年间（1490—1412）设置的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第十城23站。它建于

老头山顶上，三面环水，江涛汹涌岩石陡峭，居高临下，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该城对研究军

事和研究历代通往黑龙江的驿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因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县东城北约10公里的城子山上

门票：免费。

   

10、洪河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洪河自然保护区位于佳木斯三江平原腹地，是北大荒垦区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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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的典型代表。整个保护区面积2.2万公顷，沼泽和草甸连片，保护区内岛状林众多。每当夏季

，大天鹅、大雁、丹顶鹤等夏季候鸟成群迁徙飞来，在此繁殖，场面非常壮观，这个季节前来，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地址：佳木斯三江平原腹地

门票：40元。

交通：从佳木斯到洪河自然保护区有班车前往，途经前进镇，每半小时一班，票价40元，约4小时

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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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乌苏鱼宴

　　因为身在鱼乡，“吃鱼饼，喝鱼粥，四季鱼毛食无忧”。“缸盆坛罐溢鱼油”，“没有生鱼

不成宴席“，因此由日积月累的饮食习俗形成了地域风格别具，口味独一无二的华夏东极边陲全

鱼宴饮食文化。

 

　　鱼宴的时令性极强，主要靠的是食材本身的魅力，产自江中的野鱼，有的是肌肉而不是饲养

的脂肪，鱼的魅力强于厨艺的气场，饭店品牌意识处于弱势，家家户户的加工水平旗鼓相当，饭

店难以推荐。一般来说，只要是江边现打上来的鱼，如抚远的沿江公园、街津口、乌苏、抓吉等

地，你就可以直接买了，然后找个附近的饭店加工成一鱼二吃、一鱼四吃等各种做法，即可享受

真正的美味的野生江鱼宴。

   

1、鱼毛

抚远人将鱼松称之为鱼毛，它外形松软，呈茸毛状，味道爽口，既酥且脆。营养价值非常高，富

含大量的铁、钙和丰富的蛋白质，尤其适合儿童、孕妇和老人食用。

 鱼毛是抚远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由于早年抚远打捞上来的鱼产量高，加上运输不便，鱼很容

易腐烂变质，非常浪费，聪明的抚远人就将鱼加工成鱼毛，放在阴冷干燥的地方，能保质一整年

。

鱼毛的制作方法看似简单却很复杂，首先把鱼鳃和肠肚取出，洗净。然后放锅中用大火炖1小时左

右，炖好后将鱼头、鱼刺挑出。加上油用文火开始翻炒鱼毛，在刚开始炒的时候一定要勤翻，否

则容易糊锅，在翻炒的过程中鱼肉中的水分会一点点的蒸发掉。大约炒1-2小时，鱼肉完全被烘干

就可以出锅了。食用方法很简单，加上少许食盐即可。

鱼的选材一般是鲫鱼、鲤鱼、胖头鱼、大马哈鱼等。由于鱼的品种不同，所以制做出来的鱼毛颜

色、状态都有所差异，味道也是各有千秋，其中以鲤鱼和大马哈鱼味道最好，只是后者价格过于

昂贵一些。传统制做鱼毛用的一般是大铁锅，烧煤炭和柴火，用人工来翻炒，虽费时费力但味道

好。而现代则用机器电锅来制做鱼毛，虽省时省力但味道不如传统制作的鱼毛味道纯正口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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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刨花鱼片

选择冬季或人工制冷冻成的哲罗、细鳞、草鱼或狗鱼等做主料，并要趁冻剥去鱼皮，用尖锐刀将

鱼肉切成6Ⅹ2厘米和0.2厘米的薄片，极象木工用工具刨平木料叶产生的片片木屑刨花，当地人也

称冰霜鱼片。加配辣椒油、韭菜花和米醋等佐料，那凉嗖嗖、火辣辣、酸溜溜、香喷喷的口感，

简直可令人食者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口福。

   

3、 杀生鱼（塔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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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鱼（塔拉卡），赫哲族最讲究吃杀生鱼，把杀生鱼当成本民族的上等菜。杀生鱼多用鲤鱼，

或其他带鳞鱼。鲜嫩属鲫鱼，但鱼小做起来费劲。待客时常有鲫鱼做杀生鱼，表示对客人的深情

的尊重。杀生鱼最好是用五、六斤重的鲤鱼，不肥不瘦吃起来鲜嫩味美。

 

杀生鱼的做法：先将鱼洗净，把两侧整片肉从鱼身上剔下，然后皮朝下把肉横切斜刀成片（不要

切透皮），再调过来切成丝从鱼皮上登下来，把带鳞的鱼皮用火、烤卷剥掉鳞切成丝与鱼肉丝放

在一起，放上醋、辣椒油、盐等作料，再拌上土豆丝或黄瓜、豆芽、大头菜就可食用了。

   

4、大马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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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哈鱼鱼心爆炒青椒、尖椒

　　以三棱块状的大马哈鱼心（每个重约3克左右），切成片状，可与各类时令疏菜搭配炒制，尤

以青椒、尖椒拜成块状为料辅道最佳，红绿参差，色泽鲜艳，香嫩微辣。

大马哈鱼肉馅饺子

　　用鲜大马哈鱼去皮剔骨的肉，切碎成馅，加入生姜、葱花、植物油等料搅拌后包成饺子，不

但可与牛、羊、猪肉为主料的肉馅饺子相媲美，且口感特，味道鲜美，过味留香兼有咸淡水鱼味

的清蒸大马哈鱼块将生剖盐渍的大马哈鱼晾成鱼胚子后，将其切成麻将大小的碎块置于容器中放

锅清蒸，或整条大马哈鱼洗净清蒸，颇有海味和江味兼得的奇妙口感

远宏餐馆：大马哈鱼

　　远宏餐馆是抚远吃大马哈鱼最有名的地方。一般吃鱼有两种吃法，一鱼两吃或一鱼四吃。其

中一鱼四吃包括鱼丸、炸鱼块、炖鱼骨架、鱼杂。鱼都是现买的，重约四五斤。参考价：160元。

也可以自己到餐馆对面的菜市场买大马哈鱼（参考价：一年中最便宜的时候是国庆前后，公鱼20

元1斤，母鱼30元1斤），由餐馆加工成一鱼四吃，加工费50元。

 地址：商业街中段，菜市场斜对面。

小常识

　　马哈鱼属溯河洄游鱼类。它的习性很古怪，每年春天，幼鱼刚孵化出来，就从黑龙江、乌苏

里江顺水而下进入大海，摄食生长。经三五年成长之后，到九月初，成熟的大马哈鱼要产卵了，

它便离开海洋进入江河，溯流而上，越过鄂霍次克海，回游到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它们凭着特异

功能，寻找到自己四五年前出生的地方，进行产卵、孵化幼鱼。由于历经长途艰辛溯游，加之长

期不吃食物和生殖期间体力消耗，大马哈鱼在产卵后不久就死去。根据大马哈鱼的特殊习性，一

般在每年九、十月为捕获旺季。由于长年的过度捕捞所以数量下降很快，你吃的很可能是还没产

卵就被滥捕的马哈鱼，一口鱼子下去上百条小鱼就入腹了。

   

                                               31 / 40



�������

乌苏：最早看到日出
5、清炖抚远地产鲫鱼汤

抚远地产鲫鱼野生尤以抚远别了拉洪河、四合河产鲫鱼最为著名，体肥、个大、生命力强，上体

银白，肚皮枣红，去鳞除胆不剖内脏，清水饨不用油，放少许盐、红辣椒和生姜等，开锅鱼汤呈

奶白色即食饮，鱼味香远，浓而不腻，营养价值抵过参汤、令人称道。

   

6、汆鱼丸子

 　　用新鲜的大马哈鱼或狗鱼肉作主料的汞鱼丸子，几乎是节假日里亲友聚会时必不可少、无

可替代的一道菜。将新鲜的大马哈鱼或狗鱼的肉紧贴肋骨削下来，接着带皮切成肉丁，再剥离皮

肉，并将肉剁成肉末置于盆中，而后手攥数双筷子按顺时针的专一方向做旋转搅动；如发现肉末

已有凝固状态，可加入少许清凉水继续旋搅，如此旋搅一一加水一一旋搅一一加水⋯⋯直至肉沫

显示出颤动的弹性时，才能在放入适量的细盐味精和食用油等调料后再继续旋搅，即或仍要旋搅

加水数度次，这主要是为防止加入食盐后的鱼末又产生凝固和调料分布不均，所以要反复旋搅至

鱼肉再次有颤动的弹性为止。此时锅中已加入少许食盐的水恰好达到八成开，就可用圆形的汤匙

或手挤的鱼肉丸逐一置于锅水中。

　　通常情况，如鱼丸直径不超过3厘米，漂至水面即是熟透。临出锅时，可依据个人口味喜好，

在汤里投入适量姜末、鸡精和香菜等，汤的味道更佳。正常的成品鱼丸子表面光华亮泽洁白细嫩

，食入口滑而不涩，刀巴而不腻，枕软滑润者当属上品，若感觉面或渣，则属厨艺不佳。

   

7、红烧白塔

用形状似“白塔”模型的鳇鱼鼻子为主料，采用红烧厨艺处理，酥脆鲜香甜润可口，营养与名贵

不亚于熊掌、燕窝、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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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

抚远：抚远是个很小的县城，一般三星级档次的宾馆标准间只要100多元，宾馆酒店较多，住宿十

分方便。

抚远宾馆

人称东方第一馆，中俄建筑风格，濒临黑龙江畔，江景一网打尽，提供免费早餐。总台电话：045

4-2126666。地址：友谊路。参考价：单人间160元。

福临门商务大酒店

三星级，店内有桑拿游泳洗浴。总台电话：0454-2137167、2138167。地址：平安街。参考价：3人

间280元。

凯莱花园酒店

紧临抚远国际客运站，参考价：三人间170元，标间138元。

富贵缘旅馆

凯莱花园酒店对面，有公共洗漱间，但不能洗澡。参考价：3人间40元。

金枫源宾馆

客运站南侧路口，独立卫生间可洗澡，提供早餐。电话：0454-2121391，地址：抚远县迎宾路太阳

都市花园小区。参考价：三人间80元。

乌苏

东极宾馆是乌苏唯一的住处，这里别无选择。普通4人间，20元一个床位。

街津口

赫哲族民俗园，20元每人，还能省下12元的门票。其他家常渔馆都提供食宿，每人每天吃住2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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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

   

1、第一步是到抚远

抚远有多远？有两种方案告诉你答案。

 方案1：哈尔滨-前进镇-抚远

 如何到达哈尔滨，详情可查看

 哈尔滨攻略的交通部分：   http://d.lvren.cn/gonglue/haerbin/#s_522486

 哈尔滨到抚远，可到安发桥一分站，乘坐下午15：30分的直达客车，车程约12小时，参考票价1

51元。安发桥一分站查询电话：86213804。

 更安全的方式是从哈尔滨乘坐夕发朝至还省住宿费的火车到前进镇，再到抚远。往前进镇的火

车只有一趟4131次普快：

旅人提醒：如果坐这趟4131次火车，一定要带够衣服，晚上很冷。

 前进镇到抚远，每天有四班客车，其中有接火车的汽车8点多发，其他还有上午10点，中午12点

半、下午3点半、下午4点等从佳木斯发出的过路车，行程3个小时。参考票价30元。

旅人提醒：前进镇到抚远的铁路目前正在建设，预计于2010年底建成并运行通车。

 

方案2：佳木斯-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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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佳木斯：除了北京、天津有发往佳木斯的直达火车，其他火车均从东北三省发出。以下

为发往佳木斯的火车详情。

佳木斯到抚远，可从佳木斯公路客运枢纽站乘坐长途客车直达，每天8班。发车时间为5:40，7:50

，9:30，11:30，13:30，15:00，18:00，19:30，途经洪河农场，全程427公里，车程六七个小时。票价

因车况不同，早晨头两班为普客，参考票价72元，晚一点的是金龙客车，参考票价93元。

 地址：佳木斯站前路与顺和路交汇处，佳木斯市中山路458号。客运枢纽站联系电话：0454—86

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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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木斯到抚远还可乘坐火车到前进镇，先看洪河农场，再乘班车到抚远。

 佳木斯到前进镇的火车详情：

旅人提醒：优选方案一。哈尔滨为省会城市，交通选择多得多，票也比到佳木斯的好买，同时可

以借机逛一下哈尔滨（参考哈尔滨攻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haerbin/

。而前进镇站是一段铁路的终点站，位于中国最东端，对于收藏火车票的驴友来说，很有纪念意

义。

   

2、第二步是抚远-乌苏。

抚远到乌苏既有客车，也有出租车。客车每天上午7：40或下午2：30在客运站发车，大约1个小时

到乌苏镇。出租车一般是抚远-团结村段16公里，35元；抚远-乌苏段40公里左右，参考价70元。

   

3、第三步是抓吉-抚远。

班车是早上5点多出发，参考票价：12元。通常赶不上班车，可乘坐出租车到浓桥镇（约30公里，参考价50元）

，再随便拦辆过路班车回抚远。抓吉到抚远7座小面参考价100元。

   

4、第四步是抚远-街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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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达车，需先从抚远乘坐往富锦方向的车（清晨5：45发车），在八连下车，路口拦同江发往

街津口的车（参考价：7元。具体时间需咨询车主）。

   

5、第五步是街津口-前进镇--哈尔滨

街津口先回同江的建三江，在此拦截往前进镇的车。

 前进镇-哈尔滨

于下午17：35分乘坐4132次火车，次日清晨9：20到达哈尔滨站。此返程票建议刚到前进镇时即搞

定。前进镇回哈尔滨的火车票在售票处通常很难买到，这是当地特色。一般到售票处旁边的小卖

部能买到硬座票，每张票加5元。

旅人提醒：以上所有班次、时间、票价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以车站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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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乌苏位于东北的东北角，比东北还冷，尤其是夜间，注意带够防寒物。

2.乌苏时常下东北特色的雨，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完全不商量，一定要带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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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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