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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马刀

动员

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
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
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
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

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辛
七杂抽烟斗是不用火柴的。他
的两个裤兜里，分别装着一面
拳头般大的凸透镜和一沓桦树
皮。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凸透
镜，照向太阳，让阳光赶集似的
簌簌聚拢过来，形成燃点，之后
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
伸向凸透镜，引燃它，再点燃烟
斗。当然，取天火不那么容易，
阳光灿烂的夏日，凸透镜瞬间
就把火给他盗来了，而隆冬时
节，北风呼啸，太阳精气不足，
火来得就慢。不过辛七杂也不
怕慢，他说用太阳火烧的烟斗，
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
待。

除了烟斗和凸透镜，辛七
杂的宝贝还有形形色色的屠刀
——那是他赖以为生的家什，
他也不能不爱吧。

辛七杂的屠宰用具齐全，
杀猪刀，杀牛刀，宰羊刀，剔骨
刀，刮毛刀，解牛刀等，大大小
小，形制不同，但无一不是锋利

的。他爱惜屠刀，从来都是自
己磨刀。

有两把刀，辛七杂近年是
不碰的，一把是七寸长的杀猪
刀，还有一把是斩马刀。辛七
杂最初宰猪，都是百八十斤的，
七寸的屠刀游刃有余。后来的
猪呢，即便属于绿色养殖，买来
的饲料中，也难免有各类添加
剂，一头当年的猪，少说也能长
到二百斤，用七寸刀结果它们，
明显局促了。为了打制九寸杀
猪刀，辛七杂还破费不少，给王
铁匠买了一箱高粱烧酒，让他
回到废弃的铁匠铺，重启烘
炉。王铁匠的力气江河日下，
拉风箱时气喘如牛，所幸他技
艺未失，淬火回火恰到好处，那
把九寸杀猪刀，形态大方，刀身
厚薄适中，亮白如雪，刀尖弧度
优美，锋利无比，为他续写着一
个铁匠的传奇。

九寸杀猪刀在握，辛七杂为
它镶嵌上柞木刀柄后，又求绣娘
镌刻花纹。为此，他给绣娘送去
了两斤自制的牛肉干，一包花
茶。辛七杂晒的牛肉干味道
好，但是出名的难嚼。别看绣
娘上年纪了，牙齿仍是冲锋陷

阵的勇士，消受得起。绣娘也
没白吃肉干和茶，她给这把杀
猪刀雕刻了两只展翅的鹰！鹰
那刚健的羽翼，在刀柄留下细
密幽深的纹理，华美，耐用。

另一把闲置起来的屠刀是
斩马刀，不过它不在屠宰棚，而
是挂在辛七杂家厅堂的墙上。
王铁匠说斩马刀是旧时步骑两
用的战刀，杀人的兵器，杀马并
不适用，所以当年辛七杂让他打
制斩马刀时，他抵制过，说这样
的刀命相不好。但最终他拗不
过辛七杂，或者说抵御不了他接
二连三奉上的酒肴，打制了这把
刀。它形制如剑，一拃来宽，长
约一米，水曲柳的刀柄上，镌刻
的尽是天上奇迹：闪电纹和彩虹
纹。为了试锋刃，辛七杂曾和王
铁匠携其入林，砍向一片春天的
红柳。刀起刀落之际，一片红柳
倏然折腰，倒伏在林地上，宛如
落霞。辛七杂将斩马刀磨得雪
亮，挂在厅堂的墙上。那面墙
从此就拥有了一道永恒的月
光，从未黯淡过。辛七杂说，他
手中的屠刀，没有不沾血迹的，
他要拥有一把干干净净的屠
刀，不然睡不踏实。

这把没沾过一滴血的斩马
刀，那些年杀倒的，不是红柳，
就是碧草，锋刃横溢着植物的
清香气，好像他家吊着一只香
水瓶。不过，自从辛七杂的父
亲辛开溜说他在山中发现了一
条白蛇后，辛七杂的老婆就不
让他拿斩马刀出去了，说白蛇
都是得道成仙的，万一伤及它，
神灵降罪，家里就会遭殃。

辛七杂不待见父亲，在龙
盏镇人心目中，他是个贪生怕
死、假话连篇的人，不足尊重。
可辛七杂心疼老婆，这个比自
己大六岁的女人命苦，为她娘
家和辛七杂父子操碎了心，没
多少欢乐。所以他凡事都依
她，不给她添堵，斩马刀便束之
高阁了。月亮好的夜晚，辛七
杂起夜路过厅堂，总要多看它
几眼。月光在刀上行走，似在
燃烧。他曾将烟斗凑向它，企
图点燃，可斩马刀上的月光，一
副舞娘的姿态，无意做播火者，
根本不理会他。

雪藏在岁月之河的斩马
刀，并没有伤到辛开溜说的白
蛇，可还是在冰消雪融时节，闯
下大祸！ （1）

刘贵生对能否说服高改成
去上访，心里没一点谱。

对高改成这个老部下，刘
贵生是非常了解的。高改成
从部队退伍回来就跟着他在
村里当民兵营长，是个敢作敢
为、说一不二的红脸汉，对他
更是忠贞不贰。只可惜他当
初听惯了王团结的甜言蜜语，
对高改成一直没有委以重
任。如果当初把高改成弄到
副村主任的位置上，有这样一
位托孤之臣留在村委会里，他
们父子绝不可能败得那样惨。

高改成还会像当年那样对
自己忠心耿耿吗？他现在是
不是也被李金虎收买了？刘
贵生心里充满了忐忑。

高改成家门朝东，院落不
大，主房是座三间头两层半小
楼，三间东屋连着一个过道
门。院里地面用水泥做了硬
化，里面种着枣树、杏树、柿
树，还有一片一分多地的菜
园，整个小院果菜飘香，收拾
得干净雅致，整洁有序。

高改成两口子正在屋里看

电视，见老支书来了，高改成慌
不迭地跑出门：“老支书，你咋
来了？”

刘贵生四下打量着井井有
条的小院，笑呵呵地说：“改成
呀，你看你这院收拾的，都赶上
城里了。好啊，好啊！”

“叔，您可是有年头没来过
俺家了。”改成媳妇玉玲在一旁
甜甜地说。

“老支书，咱进屋说话
吧！”高改成拉着刘贵生进了
屋。

房间里收拾得也很利落，沙
发、彩电、空调、冰箱一应俱全。

刘贵生坐在软软的沙发
上，感叹地说：“改成呀！看你
的日子过这么好，我听说你快
成咱村的首富了，是不是呀？”

高改成腼腆地笑了笑：“老
支书，你就会笑话我。我算啥，
跟您比起来，我连河里的小虾
米都算不上。”

刘贵生满脸地幸福：“是
呀，是呀！咱过去想的盼的不
就是这日子吗？可惜呀，要不
是李金虎那帮孬孙处处捏咱，

事事让咱心堵，咱们可是过的
神仙日子。”

高改成见刘贵生提到了李
金虎，有点难为情地说：“老支
书，我正准备找你汇报呢，银虎
来找我说那告状信的事啦！”

刘贵生心里一惊，急声问
道：“他咋说的？你答应他啦？”

高改成老实地说：“银虎第
一次来时我不在家，他把这意
思给玉玲讲了。玉玲给我说
后，我就躲起来了，一直没跟他
打照面。”

刘贵生提着的心这才放了
下来。他长长地出了口气：“改
成呀！你发现没有，徐结实家
办事时李金虎他们可是都去
了，我估摸着徐结实已经投敌
变节了，你说是不是？”

高改成说：“是的，徐结实是
指望不上了。那天我一到徐结
实家就感到不对劲，李金虎和
王团结几个人围在一起叽咕好
长时间，当中还提到你的名
字。我猜测那天你和曹长随闹
别扭，就是他们设的套，故意激
你发怒。”

此时，刘贵生已经完全打
消了对高改成的疑虑。拉了拉
高改成，低声说道：“咱那告状
信发挥不了作用了，田伯光那
王八蛋给县委书记说咱们阴谋
阻碍产业集聚区建设，县委书
记把信给压住了，不让纪委来
查。”

高改成也降低了声调，说：
“难怪李银虎老找我做工作，他
们是怕我们一起去上访呀！
哼，他们怕我们上访，我们偏要
去上访。”

见高改成跟自己想到了一
块儿，刘贵生激动地说：“对！
我们就是要去上访，到市里、省
里告他们，我就不相信找不到
说理的地方。”

高改成问：“我们啥时候
走？我认为不能再拖，再拖指
不定又出啥差池呢！”

刘贵生坐定身子，瞪大眼
睛，下定决心似的说：“是的！
要不咱们过明儿就去，明海做
李二孩的工作去了，明天咱们
准备，后天就让明海开车拉着
咱们去市里。”(14)

推/荐/理/由

迟子建的这部最新长篇小说，通
过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一个叫
龙盏的小镇，描写了屠夫辛七杂、能预
知生死的精灵“小仙”安雪儿、击毙犯
人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
等，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他
们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
沉，爱与被爱，逃亡与复仇，在诡异与
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怀揣着
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努力活出人的
尊严，觅寻爱的幽暗之火……

上/期/回/顾

从徐结实家出来，刘明海就越想
越不对劲，他猜测李金虎如此捧徐结
实，定是知道了告状信的事儿。

想到此，他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去
了县城，他要找县纪委李主任问明情
况……

孤独是心病的根源

韩国的老人自杀率位居
OECD（经合组织）国家首位。
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就
是忧郁症。忧郁症来自于隔
离。随着年岁渐长，人们会觉
得越来越孤独。因此，在这里
我不得不再次强调增强人际
关系的绝对必要性。

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某
个细胞或分子独树一帜地存
活或增殖，而是需要所有细胞
和谐共存。想要将作为部分
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的唯一
方法，就是让整体更加和谐统
一。不要仅仅满足于作为“一
个部分”的作用，还要互相配
合让步，这才是生命本该遵从
的顺理。

而所有的百岁老人都深谙
这种生命的顺理。即便年岁
渐长也从来不曾远离人群，与

身边的人融洽相处，这是所有
百岁老人的生活里非常重要的
特点。从身边的家人、邻里，再
到各种组织、小团体，围绕着他
们的人际关系的种类也非常多
样。这也说明了不断地沟通交
流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健
康而积极的关系与持续的沟
通，可以给精神和心理上带来
安定感，将大大地提高我们的
生活质量。

性格决定命运。消极、暴
躁、悲观的人，或是自尊心过
强、没有任何融通性、权威主义
的人，必然以孤独告终。因为
这种性格的人留不住人，甚至
会让身边的人感到不便和不愉
快。相反，积极乐观、性格温和
的人，大部分亲和力都比较好，
也更善于社交。因此不管在身
体和精神上都比较健康。

随着年纪的增加，性格对
于关系形成的影响将愈发突
出。尤其是男人，随着年纪的
增长，会感到越来越孤独。其
原因是，退休前的男人们把大
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社会关系的
维护上，在亲密关系的维持上
面比较薄弱。

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自古以来男人们虚无
的权威主义。但退休之后，他
们不得不从原来的职场上退下
来，回归到家庭。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从之前的身份中跳
脱出来，总摆出权威主义的姿
态的话，将很难与家里人变得
亲密。

为了避免以上这种情况，
我们要变得更加柔软和温和。
比如，可以尝试做饭。人们都
说，男人在退休后开始做饭，可

以找到更多乐趣，日子会过得
更舒坦。再者，为别人做些事
情，为家人分担些事情，将有助
于退休的男人们恢复自信，同
时有利于增强与家人之间的关
系。

等到年过七八十岁之后，
身边亲近的人开始慢慢离开人
世。在某个瞬间，会突然变得
忧郁。身边的朋友都不在了，感
觉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而自己也将追随他们的脚步，慢
慢走向死亡。这种悲观的思想
让人更加容易变老和生病。

生老病死是谁都无法避免
的规律，所以没有必要太过悲
观和绝望。我们应该感恩每一
个新的一天的到来，以愉快的
心情充实地度过宝贵的每一
天。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自然
而然地变得健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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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的共同点之中，有一点就
是一天三餐非常有规律。不仅如此，
他们也大多坚持传统而朴素的饮食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