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猞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叫山猫，肉食动物，晨昏觅
食，凶猛异常。

狼和羊——草原民族的角色转换

想到二十二号桥，就会想到老马头和猞猁。
70年过完春节，我们成为第一批去建新点的先遣队员。新

点的房子尚未盖好，我们就留在了离新点三十里地的二十二号
桥，那里有一座木头垛，里面常年住着一位老头儿，那就是老
马头。

这座木头垛离公路不远，被几座小山包子围着，山包子上
黑压压的松树林，在一片白皑皑的雪地上，显得特别沉静。木
头垛的周围全是深深的积雪，但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山
崖下那一眼长年不冻的山泉。

75匹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拽着大爬犁，拉我们去二十二
号桥。我们一个个穿得跟圆球似的，坐在堆放着麻袋和铺盖卷
儿的爬犁上面，人挤人，倒也暖和。拖拉机刚拐下公路，就看
到迎面过来一个矮人儿，走近了，看到一张表情极其生动的老
人的脸：胡子拉茬地，被獆壳儿帽子裹着，显得毛绒绒的。他
一脸诡谲的笑容，眼睛很亮，老乡们说，那是因为他刚刚喝了
酒。

我们差不多是从麻袋堆儿上滚下来的。下了爬犁才发现，
这老头儿之所以显得矮，是因为他的腰板儿几乎弯成了80度。
我当时就想，他能不能躺平呢？以后，我好像没有见到过这么
弯曲的脊背！

我们进了暖和的屋子，才知道我们六个女孩必须和十来个
男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这屋的北边是一排统铺，南边特地为
我们搭了一排铺，用毯子和被单围上一圈儿，就有了一个相对
独立的空间。两排通铺之间是长木板和树墩子打造的饭桌，晚
上我们还得在这样的桌子边儿上学毛选、政治学习。

我们对面的铺上就是老马头和赶车的鲁更明师傅，老马头
的铺就在房梁下面，房梁上挂着一盏马灯。对我们来说，那盏
马灯很有吸引力，可以就着那昏黄的光写家信、记日记、看毛
选。

天冷，夜长。下午三四点干完活儿，五点来钟天就很黑
了。黑灯瞎火地吃完饭，老乡们都早早地睡了，我们几个小姑
娘往往会被对面铺上此起彼伏的鼾声吵得睡不着，睁着眼睛望
着黑乎乎的天花板儿，想家。

有几天晚上，老马头很晚才回来，我们不知道他干什么
去了。锅里给他温着面穗儿汤和馒头，他会轻手轻脚地统统吃
光。鲁更明师傅夜里要喂马，所以睡得也晚，老马头上床的时
候，这位五十年代从胶西移民三卡的农民舌头碰着牙地问了
一大串问题：“黑灯瞎火地，揍神么气了（做什么去了）？”
“好你个老东西，又下套了？”老马头总是答非所问，笑得神
秘兮兮的。有一天他刚躺下就“嗖”地坐起来，捻亮了马灯逮
虱子，弄得鲁更明师傅很不耐烦：“奈还让不让印塞了（你还
让不让人睡了）？”老马头说：“要不你也别睡了，起来帮我
把头刮刮？”我和阿玲拿手电从毯子缝里照过去，光束正好落
在了老马头亮光光的秃顶和鲁更明白花花的两排大牙上。“鲁
更明笑得眼睛都没了，满脸都是牙！”我们一边偷着乐，一边
儿唧唧咕咕。当鲁更明说：“奈这头还用刮吗？哪有毛”时，
我们终于绷不住笑出了声。老马头蹙起眉头望着我们，做出一
副很恼火的样子骂我们“疯丫头！”骂完他自己就乐了：“刮
刮刮，有好事儿，哪能不刮呢！”

第二天，我留在家里做饭，看到老马头在屋里扒一只动

物的皮，那玩意儿看
起来像只猫，但比猫
大得多。黄白文的皮
毛 ， 看 上 去 非 常 干
净、漂亮。“大爷，
这 是 啥 呀 ？ ” “ 别
问，待会儿给你一块
肉，剁剁包饺子！”
我们在二十二号桥，
没有油、没有菜，天
天就是面穗儿汤就馒
头。后来不知是哪位
师傅从三卡弄来一块
羊尾巴油，每回做面
穗儿汤的时候，就用
那玩意儿在烧热的锅
上抹一抹，算是有了
点儿油水。这一来偏
偏就苦了我，我连牛
羊肉都不吃，怎么受
得了羊尾巴油的膻味
儿呢？那铁锅有了羊
尾巴油的味道，蒸出
来的馒头都膻！张庆
生 师 傅 看 我 吃 了 就
吐，就让我把大面疙
瘩放上开水洗两道，再搁点儿固体酱油拌拌。就这样，我过
了半个多月。一听有肉包饺子，真是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老马头给了我一大块儿肉，那肉是白的，一丝丝的肌理
非常细腻，菜刀剁上去的感觉是很嫩。老马头还给了我两个
洋葱，让我剁碎了跟肉拌在一起，拌完了馅儿，老马头闻了
又闻，得意洋洋地说：“香！真香！”然后他指挥我和面，
一大团儿面，让我揉了醒，醒了揉，分成了小块儿再揉。等
出去干活儿的都回来了，扞皮儿的扞皮儿，包的包，烧火的
烧火，下饺子的下饺子，那叫一个热闹！那顿饺子，是我一
生中吃过的最香的饺子。

后来鲁更明悄悄地告诉我们：“老马头那是犯法了！要
不他能请大家都吃饺子吗？”

原来老马头给我们吃的是猞猁肉，猞猁是国家保护动
物，严禁猎杀的。“这老头说是套狍子撞上了猞猁，鬼才
信！他那是看准了去下套的！”“附近山头上的两只猞猁都
让他套了！”“一张猞猁皮，怎么说也得卖个百十来块钱儿
呢！”

再一次轮到我做饭的时候，趁老马头不在，我爬到房顶
上，找到了两块冻得硬邦邦的猞猁后座子，心里暗暗得意。
我搬了一整个后座子下来，放在冷水里缓着……等老马头回
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吃饺子了。老马头立马转身出去，我
猜他是上房看他的宝贝了。我边吃边笑，心里边想着怎么对
付他！

老头儿不声不响地吃完了他那一份饺子，然后跟我

说：“数你心眼儿多，你咋知道我把猞猁肉搁房上了呢？”
我本来以为他要发火，早就准备好了噎他的一番话。没想到
他毫无发火的意思，我也就冲他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你
藏那点肉，还能瞒住我们雪亮的眼睛吗？”

鲁更明听我这么说，马上向我使眼色，说“行啦行啦！
把你马大爷那点儿肉都吃了，他也不会心疼！”

半个月以后，我们进了新点。有一天晚上，曹永弟和刘
振忠突然又吐又泻，还发高烧，一问才知道，他们俩在二十
二号桥发现了猞猁的下水，就拾掇拾掇炖着吃了，没想到那
下水里有耗子药。老乡们连夜赶着爬犁把他们两人送到三卡
卫生院去抢救。十天以后他们回到新点的时候，居然脱了一
层皮。

“这老马头，我还以为他是套的，想不到他是下了药
啊！”鲁更明说。

豆包告诉我们，幸而是冬天，猞猁一被毒死就冻硬了，
那毒跑不到肉里，都留在下水里了。“要不，那老马头怎
么敢请你们吃肉啊？这老头儿，胆儿真大！时间也掐得真
准！”

这下我明白老马头为什么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不见人影
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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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头和猞猁

一
蒙古和突厥的战旗确实是狼旗。所以说

他们用狼作图腾也不为错。但是这里面本身
有一个“环境--人类”互动：在气候比较
好的时候，气温较高，雪下得不多不少，春
天草早，秋天草高，那羊就能多生多育，人
也能多生多育。羊多人才能多。但是，气候
总是周期性的，好了几年或者几十年，就要
变坏。当然这个好坏是对人而言，天气按它
的规律变化。结果，“好气候”时期多生多
育的人和羊，到了坏气候时期，就要陷入饥
荒，羊群和人口就会急剧减少，那就是人间
悲剧。

但是人们一定会拼命地抗争，中国北
方游牧民族的办法，就是从牧民变成强盗。
这时候他们就从牧羊人变成“狼”，他们举
起“狼旗”，往周边有人居住的地方冲杀。
和狼冲入羊群一样，也和狼一样不停地撕咬
羊，其数量和“吃饱”完全没有关系。

元朝或者蒙古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
故事。在11到13世纪，北方的气候变坏。据
元朝记载，北京地区“雨土十三日，牛马皆
亡”。天上下了十三天的土，住宅院墙的北
面堆积的土和墙一样高。在外面的牛马都死
了，屋子里的人还能活？

这么大量的土被吹起来，一定是因为
草全死光了。说明在宋末到元朝时期，蒙古
地区气候恶化，草都死了。之前在好气候时

期大量繁殖的人，为了生存，从养羊的牧民
变成了抢劫的强盗。这时候他们就举起了狼
旗，干起了狼的勾当。日本人写的成吉思汗
传记，叫做“苍狼”。成吉思汗说他自己最
喜欢的就是“破人城池，奸人妻女，夺人财
宝”，简称“破夺奸”——这就是狼性，也
就是中土佛教最敌视的“杀盗淫”。

攻入中原地区的“狼民”，曾经想把
黄河以北，整个变成牧区。因为这里还能长
草，为此计划性地屠杀了大量人民。宋朝人
口有一亿，到了元朝只剩下五千万。据说为
了修建大都和北京地区的运河，就死了一百
五十多万（实际上那时候华北地区是金国地
面，也就是和岳飞打仗的金兀术的国家。金
国在现在莲花池一带建中都城，蒙军攻打
前，金中都的八万居民全体自杀）。蒙古人
的办法是让农民带着口粮来干活，一直干到
没粮吃饿死。后来有个耶律楚材，对忽必
烈说，在这里放羊不如“放人”。因为人可
以“交粮纳贡，供奉子女”。比你自己养羊
好得多。羊也不少你的，因为这些人能给你
养羊。这样元朝的杀戮才“稍敛”。

和蒙古人类似的突厥人（应在阿尔泰
山一带发迹），死后在坟上堆石头，这辈子
杀了多少人，就堆多少块石头。所以大人物
才能有大坟。这时候人们的心理就是和狼一
样，好像狼在羊群中撕咬“撒欢”，人也是
杀得越多越好。

二
中原地区的农民，有自己的传统。说

起来，就是从“三皇五帝到于今”，喜欢耕
种牧养，崇尚和平。但是在大饥荒的时候，
也会变成狼。比如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张
献忠部，杀人无数。据说是把四川人差不多
杀光了。这也完全超出“必要”的程度。明
末大动乱和满清入关，据说也是因为气候变
化。

按狼图腾那本书说，中国人应该有狼
性。可是这种特性明显地很糟糕。中国的邻
国最有狼性的就是日本，结果挨了原子弹和
无条件投降。没有狼性的人，有没有战胜狼
的办法？我们看到视频，被狮子追杀的角
马，如果列阵冲向狮子，狮子就只能跑掉，
搞不好还被角马顶死。这就是农民的胜利之
道：团结和纪律；再加上科技，比如火器。

我们知道一旦有了火器发达，狼旗就变
成“插标卖首”的玩意儿了。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骑兵就已经成为战场上的“羊”，被
机关枪和大炮任意宰割。在二次大战开始，
有一次波兰骑兵冲击德国坦克，结果全军覆
没。在美军攻入德国的时候，德国骑警，都
是些退役军人，也曾发起骑兵攻击，结果被
机枪瞬间消灭。

所以狼性在现代根本就没有前途。

 

三
我们说了，气候变化，引发人间的巨大

变化。如今人类的力量也非常大，狼图腾这
部书和电影，有很多地方与此有关。首先重
大的事情是发明了抗生素，使得人的寿命延
长。中国人在49年时的预期寿命只有35岁，
人口有4亿；到了57年，寿命延长到57岁，人
口到了6亿五千万，8年时间就增加了60%。这
是因为有了和平环境，及引进了抗生素和疫
苗。到了知青插队的70年左右，人口到了8亿
四千万。除了医药医疗的进步，还有社会组
织的进步。因为只有社会组织进步，才可能
广泛地给孩子接种疫苗。中国在不到十年当
中，建立了全世界最庞大的疫苗生产和接种
体系。但是人们的生育习惯并没有改变。还
是像以前一样，为了对付动荡战乱和缺医少
药的时代，人们尽量地多生孩子。于是人口
就爆炸。这时候如果不想变成狼，就只能开
垦农田。这就是狼图腾那本书产生的背景。
作者姜戎就是插队知青。为什么那时候插
队？就是因为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当时爆炸的速度远超
过农村。所以只能让这些年轻人到农村去。

电影中也描写了农民扩大耕地，破坏草
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事情。

70年代后科技发展，兴起一场“绿色
革命”，粮食产量提高了几倍。现在麦子能
一亩收一千斤，在焦裕禄时代，也就是60年
代，150斤就不错了，200斤算大丰收。

当然这种绿色革命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的（化肥、种子、水、电、农药和机械）。
把大量资金投入农业，那也是改革开放之后
才可能的事情，以前中国政府往军工上投入
的钱太多，没有多少钱给农业。

所以，靠着绿色革命和改革开放，现
在可以退耕还牧，退耕还林。也可以用逐年
增加的外汇贮备，进口外国粮食，比如美国
的玉米，俄国的小麦，泰国越南的大米。这
可以减轻中国土地的负担，但是这一切都难
以对抗气候的大变化。现在有很多电影描述
气候大变化，比如《后天》。剧中的故事都
是可能发生的。据说现在的国际领导人并没
有做什么防止这些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可
作，可能唯一可做的就是减少人口。这件事
中国政府做得最卖力，也受西方舆论的非
议。这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一部电影很难说
明白这些事，我们看到那本书和那个电影，
好像作者自己也没想明白。或者他们认为，
煽情比明白更重要。这也是一种创作风格。

（请本文作者看到此版后联系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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