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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国民文化节 舞蹈国文节在德岛举行

广东省舞蹈团赴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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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的德岛热闹非凡，因为这里举办了日本文

化届最盛大的祭奠——国民文化节。

   国民文化节在日本是每隔46年轮回一次的盛会，

今年这个文化盛典终于来到了德岛，整个德岛都为

此而兴奋。以阿波舞闻名日本的德岛县将这届文化

节定义为舞蹈国文节，希望能充分发挥德岛人长袖

善舞的特色。

   既然是舞蹈节，必然会有舞蹈表演。这次德岛

政府邀请了世界各国的舞者来德，为德岛县民、乃

至日本国民奉献了一场舞蹈的饕餮之宴。

   于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的由广东舞蹈学校的师生

组成的舞蹈团应邀前来，为大家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广东舞蹈学校座落在珠江之畔、四季常青的千

年古都——广州市，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学校建于

1959 年，直属广东省文化厅，是教育部公布新调整

认定的首批 “ 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 ”，是广

东省直属机关“文明单位”、获广东省教育厅“文

明校园 ” 称号，2005 年被评为 “ 全国文化工作先

进集体”。

   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优秀艺术人才，毕业生

活跃在国内外艺术界，有的已成为国家一级演员、

舞蹈教育家和影视艺术家。近年来，师生们积极参

加国内外各类别舞蹈比赛，屡获殊荣。

                    （照片提供：广东舞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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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文化
日本的圣诞节 （作者：玲玲）

   日本的圣诞节好像只是年轻人的事情，中年人和

老年人更关心日本的传统节日新年（也就是 1 月 1 日

的元旦）。有日本朋友告诉我：过新年，去浅草；度

圣诞，去原宿。圣诞节给我的印象不外乎是电视台转

播的各行业人员组成的合唱节，众人合唱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成为每年的保留节目。再就是年轻人的乐园

东京原宿一带一帮少男少女的昼夜狂欢。最后就是流

光溢彩的各式商店和抢购的人群了。 

   日本过圣诞节的习俗始于明治维新以后，可以说

明治维新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同时带来了面包、

啤酒和西方的节日——圣诞节。圣诞节和日本的新年

离得很近，所以当进入 12 月，大人小孩仿佛都沾染

了过年的气氛，喜气洋洋地盼望着圣诞节和新年的到

来。圣诞节前，最热闹的恐怕是东京的银座、新宿、

上野、涩谷、原宿一带，耀眼的霓虹灯五颜六色地照

耀着喧嚣的街道，街上的行人皆满脸喜色，行色匆匆。

圣诞节前，是日本一年中最大的打折时期，特别是近

几年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市场萧条，所以各商家都

千方百计地比拼，你打 8 折，我搞抽奖海外游，真有

点擂台赛的意思。东急、西武、阪急等百货商场楼上

纷纷悬挂着 “ 割引 ”、“SALE” 的条幅，有装扮成

圣诞老人模样的店员向人们推销着商品。多彩的商品、

低廉的价格，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商店里挤满了购

物的人群。 

   有一次，我到东急购物，一眼看中了法国

G·GREEN 的上衣。往常一直没敢买，因为贵，最少

要 4万日元。不过，现在价格只有 5000 日元，合 350

人民币。我喜滋滋地交款拿回来，并向朋友们炫耀。

没想到从上海到日本的一位朋友战绩更佳，用 5 万日

元买了 11 件套装和大衣，合 4000 多日元一件，不到

300人民币。平常这只是一件衣服的价钱，比自己买架，

布做还便宜！她告诉我，这样一来，一年就不用买新

衣服了。 

    其实，便宜的不只是衣服，很多日本人都利用这

个时间为自己和家人置备行头。日本是全世界高尔夫

人口最多的国家，爱好者有 1500 万人，仅高尔夫球

场就有 1800 座。男性上班族一半以上都有各高尔夫

球场的年卡。在日本打一场高尔夫大折合人民币 2000

多绝对是个昂贵的消费，平时高尔夫球杆和球鞋更是

从不打折。一年中只有圣诞节才有不少商家推出了 8

折销售的海报，一向拘谨的男性上班族喜笑颜开，下

班结伴去器材店大肆抢购——也算是对一年辛劳的

犒劳吧。 

    日本圣诞节应该说是舶来的，所以年轻人更易

接受。商店的圣诞树和圣诞礼物一般只有年轻人购

买，送给朋友、同学或是恋人。圣诞夜不少年轻人

把头发染成橘黄色、淡紫色，像一棵棵五彩缤纷的

树一样在街上游逛。往常 8 点关门的商店，也延长

营业到了 10 点、12 点，甚至通宵营业。 

    这时候，最热闹的恐怕是卖和服的店了。由于

每年的 1 月 15 日是成人节，当年 20 周岁的人都要

到市役所等地参加成人仪式，所以父母亲为年满 20

岁的女孩选购供未婚女子穿用的长袖和服就成了一

件大事。这时，女儿和妈妈一起走在店里，比较着

花色的优劣、式样的新旧，最后妈妈掏出钱包：过

年了嘛，谁不大方一点呢！不过，这和服可不便宜，

三四十万日元一件，最多也就打个 8 折，大和民族

的国服嘛，降价还行？

圣诞节赴日购物指南 

    1．很多大牌服装都 5 折以下出售，日本本土

的其他服装有的甚至可以低至一折，名牌首饰一般

可打 8 折。购物集中的地方：大牌服装和首饰是在

东京的银座和新宿；青春另类的服装和饰品在涩谷、

上野和池袋比较多。 

    2．遍布各地的中古（旧的）照相机店也到了

打折时间，一般是平常售价的 80％，如果你懂行，

用国内 40％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一架八九成新的尼

康、佳能照相机。 

    3．日本的店一般明码标价，且不能讲价。所

以不懂日语也能对付一气。实在不行就用中文写，

店员一般也能明白。 

    4．圣诞节白天可以到东京的迪斯尼乐园玩玩，

这里恐怕是圣诞节气氛最浓郁的地方了；晚上则到

原宿和新宿的各类居酒屋，体会一下日本年轻人是

怎样过圣诞的。 

    5．到日本购物的最佳时间是圣诞节再加上日

本的新年，所以如果时间允许，在日本过一个西方

的圣诞节再加一个日本的新年，尤其是在神社听钟，

在原宿狂欢，会是一生难忘的经历。

                              （摘自百度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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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人在圣诞节是最注重吃的，食品中包括烧猪、

火鸡、圣诞布丁、 圣诞碎肉饼等。每一个家人都有

礼物，仆人也有份，所有的礼物是在圣诞节的早晨

派送。有的唱圣诞歌者沿门逐户唱歌报佳音，他们

会被主人请进屋内，用茶点招待，或者赠小礼物。 

美国 

因为美国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庆

祝圣诞的情形也最为复杂，从各国来的移民仍多依

照他们祖国的风俗。不过，在圣诞时期，美国人的

门外挂着花环以及其它别致的布置则是一样的。 

法国 

法国的一般成年人，在圣诞前夕差不多都要到教会

参加子夜弥撒。在完毕后，家人同去最年老的已婚

的哥哥或姊姊的家里，团聚吃饭。这个集会，讨论

家中要事，但遇有家人不和睦的，在此后也前嫌冰

释，大家要和好如初了，所以圣诞在法国是一个仁

慈的日子。 

西班牙 

西班牙的儿童会放鞋子在门外或窗外，接收圣诞礼

物。在许多城市里有礼物给最美丽的子女。牛在那

天也能得到很好的待遇。据说在耶稣诞生时，曾有

一头牛向他吐气来使到他得到温暖。 

意大利 

每一个意大利的家庭，都放有耶稣诞生故事的模型

景物。在圣诞前夕，家人团聚吃大餐，到午夜时参

加圣诞弥撒。完毕之后，便去访问亲友，只有小孩

和年老的人得到礼物。在圣诞节，意大利人有一种

很好的风俗，儿童们作文或撰诗歌，表示感谢他们

的父母在一年来给他们的教养。他们的作品，在未

吃圣诞大餐之前，被暗藏在餐巾里、碟子的下面或

是桌布里，父母装作看不见。在他们吃完大餐之后，

便把它取回，向大家朗读。

瑞典 

瑞典人是很好客的，圣诞节时，更有明显的表现，

美一个家庭，不论贫富，都欢迎朋友，甚至陌生人

也可以去，各种食品摆在桌上，任人来吃。 

瑞士 

瑞士的圣诞老人是穿白色的长袍，戴上假面具的。他

们都是由贫苦人所扮，结队向人讨取食品和礼物。在

收队后，他们就平分所得的东西。 

丹麦 
丹麦是最初推出圣诞邮票和称防痨邮票的，这种邮票

发出来筹款作防痨经费。在丹麦人寄出的圣诞邮件上

没有不贴上这种邮票的。收接邮件的人，看见贴有愈

多圣诞邮票的，会觉得更喜欢哩！ 

智利 

智利人庆祝圣诞节，必有一种名叫【猴子尾巴】的冷

饮品，是用咖啡、牛乳、鸡蛋、酒和发酵的葡萄合制

而成。这种饮料为什么被叫做【猴子尾巴】呢？倒没

有人能够解释。 

挪威 

挪威人在圣诞前夕临睡前，家里各人都把自己所穿的

一双鞋子，由大至小排称一列，是各人轮流唱出他最

喜欢的圣诞歌或圣诗一首。 

爱尔兰 

爱尔兰的每一个家庭，在圣诞节前夕，都放有一枝洋

烛或灯在窗门架，表示欢迎救世主降生。 

苏格兰 

苏格兰人在家里找寻向别人借来的东西，必需在圣诞

节之前都归还与物主。他们多是在新年的首个星期一

那天赠送礼物，并不是在圣诞节期间送的， 

小孩子和仆人都会得到礼物。 

荷兰 

荷兰人的圣诞礼物，往往是出乎一般人所意料的，有

时会被藏在布丁羊肠里面。 

俄罗斯 

公历新年才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通常只有教徒才

庆祝圣诞，而且宗教味道更浓一些。 

德国 

德国的每一信奉耶稣教的家庭，都有一株圣诞树，圣

诞树是在德国最先有的。德国人对于制圣诞节饼是很

讲究的。饼有很多款式，在亲友之间，彼此均有赠送。 

各个国家圣诞节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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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课堂                                  语言广场

「会社員」基本用语例解（二）
大连      常 青  编译 

如何在会议上发言
　　「会社員」一般要经常参加各种会议，这样就免

不了要发言。要想在会议上提出有价值的意见、见解，

首先就要把握会议的目的和进程，并且在会议中注意

听取他人的发言。这样，自己发言时才会有的放矢。

加入讨论时
◯　私も、◯◯さんのおっしゃるとおりだと考えま

す。ただし決断は、もう一度、詳しい調査をしてか

らい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我也认为如◯◯所

说的那样，不过，再进行一次详细调查后再下决心不

好吗？

◯　◯◯さんの出店賛成の意見と同じですが、時期

は慎重に検討したほうがいいように思います。/ 我

同意◯◯的意见，赞成建分店，不过，建分店的时期

还是慎重地研究一下为好。

　　在讨论问题时，也可以向别人提出问题，在提出

问题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向别人提问题时
◯　工場移転のメリットは分かりましたが、冷静に

判断するために、デメリットもあげていただけませ

んか。/ 我们知道工厂搬迁的优点，可是为了更冷静

地判断，能列举一下工厂搬迁的缺点吗？

◯　◯◯さんにお尋ねします。積極論の前提になる

景気の見通しについては、どのような観測をなさっ

ていますか。/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成为积极论

的前提——商况的预测您做了什么样的观测？

阐述自己的意见时
◯　私は、三点だけ指摘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ず

一点目は・・・/ 我只提出三点，首先第一点是 ......

◯　私は、このプランに反対です。その理由は簡単

です。プラン作成のプロセスに問題があるからです。

それは・・・/ 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理由很简单，因

为形成这个方案的程序有问题。这就是 ......

◯　私は、コンピュータ室の立場で発言します。こ

れでは日程的に少々、無理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

うか。/ 我站在计算机室的立场上来发言。这样的话，

日程不是有点儿太紧张了吗？

◯　私も、基本的には賛成です。なぜなら、パート

タイマーの確保については・・・/ 我也基本赞成。

为什么呢？关于确保计时工的问题 ......

◯　私は、この問題に限っては、悲観論なんです。

その理由を申し上げます。/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悲

观论者。其理由是 ......

◯　◯◯さんのご意見も分かりますが、私は少し別

の観点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す。/ 我明白◯◯的意见。

可是我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主持班委会
 　单位内部的小组会、商谈会一般都是为交换情报、

讨论计划、统一思想和行动而召开的。这种会议一般

都很短，因此发言更需要简明扼要。

班组会开始时
◯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ミーティングを始めま

しょうか。今日は、長期夏期休暇の日程調整が課題

です。最初に課長から、基本的な方針を伺いましょ

う。/ 早上好。我们开始开会吧。今天的议题是长期

暑假休假的日程调整问题。先请科长讲一下基本方针。

◯　さあ、もうひと踏ん張りするために、打ち合わ

せに入りましょう。主任から先週の成績を報告して

いただけますか。/ 好，为了再加一把劲，我们开始

商量一下怎样办好。先请主任讲一下上周的成绩。

在班组会上发言时
◯　値引き拒否の方針は、一店の例外なく貫くとい

うことですね。分かりました。それなら、かえって

説得しやすくなります。/ 拒绝减价的方针是无一店

里外都要贯彻的。明白了，这样的话，反而容易说服

店家。

◯　ポスターは発注済みですね。色校正、納品の日

程は、印刷工場は十分に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ね。

/ 广告画已经订好了吧。校正颜色，交货日期工厂都

能认真地做吧。

征求别人意见时
◯　◯◯さん、何か新しい提案があるとかお聞きし

ましたが。遠慮せずに、お話ください。/ ◯◯，听

说你有什么新的方案，别客气，请说说看。

◯　この状況では、どうしても見方はさまざまにな

りますね。直観でいいですから、皆さんから感触を

お聞きしたいですね。/ 这种情况的话，无论如何看

法也不一致。直观的看法就行，想听一下大家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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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中女性用语与男性用语大不相同，有其独到

之处。通常称女性用语为「女性語」。

　　追溯历史，便可发现，在「源氏物語」时代，男、

女用语大体一致，还没有发现什么大的相异之处。但

是，进入中世以后，男、女用语就有较大的差异了。

步入江户时代，由于男、女社会地位之不同，因此共

用语之间的差别则变得越来越大，特别在城市里就更

明显了。直到现代，还仍有明显的差别。并且，有许

多人期望将这种差别继续下去。然而在外国，男女之

间其用语几乎没有差别。

　　女性用语，不单单局限在语法、语音上，而且在

语言及文字的使用上也较男性用语大不一样，其特色

如下：

　　①使用其独特的词语。如：

　　把「こたつ」说为「オコタ」（暖炉）；「さつまいも」

说为「オサツ」（甘薯）；把「便所」说为「ご不浄」（现

在一般用「手洗い」）等。

　　②一般不使用汉语词汇。

　　③多使用表示敬意及郑重气氛的「ご」「お」等

接头词。如：

　　「お台所」（厨房）；「ご案内」（做向导）；「おみ帯」

（您的衣带）等。

　　④一般不使用粗鲁、下贱的语言。如：

　　「つら」（不要脸）；「どてっぽら」（乱肠子）；「ぶ

んなぐる」（痛打）；「小便」等。

　　⑤说话委婉，不直截了当。如：

　　「そうするのもあまり何ですから・・・」（那样

做有点什么 ......）。

　　⑥经常使用一些特殊的语气助词。如：

　　「そうだね」（是那样啊）；「いらっしってよ」（有

时间来吧；您来了）；「あら、うらやましこと」（哎呀，

真叫人佩服）。

　　⑦有省略音的倾向。如：

　　把「いやだわ」说为「ヤダワ」（烦人！）；「し

ていらっしゃい」说为「シテラッシャイ」等。

　　⑧有抬高声调及强调声音的倾向。

　　明治以前，「デス」是禁止女性使用的。到了明

治初期，在女性之间广泛使用起来。「ワヨ」「ダワ」

便成了女性禁用语言。如果谁说了「ワヨ」、「ダワ」，

被母亲听见了，会十分愤怒地斥责道：「ずいぶんへ

こな言葉を使う」（使用这么令人厌烦的语言）。

（摘自《日语知识》）

◯　ここで私たちの意思を統一しておかないと、目

標達成は夢に終わりますよ。マイナス面を一つずつ

消していきませんか。/ 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统一

意见，达到目标只是空想。我们把不利因素一个个化

解掉吧。

会议结束时
◯　これで、打ち合わせを終わりますが、残り一週

間、最終目標は三千万円です。皆さん、かんばりま

しょう。/ 碰头会到此结束，还剩一周时间，最终目

标是 3千万日元。大家加油干吧。

◯　無駄のないよう、情報収集のルートをもう一度

確認してから、作業に入ってくださいね。いいです

か、配りましたデータを見ながら、チェックしてく

ださい。はい、それでは打ち合わせを終わります。

/ 为了不浪费时间，请再确认一下情报收集的途径后

进入作业。好了吗？请一边看发给你的资料一边核对。

好，就这样，这次碰头会到此结束。 

                             （摘自《日语知识》）

日语「女性語」特色
长春地质学院    孙永恩 

                                 语言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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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鬼吹灯（盗墓者的经历）

作者：本物天下霸唱

正文 第四章 大山里的古墓（二）

　　回到屯子里一看，人少了一大半，我就问燕子：

“燕子你爹他们都到哪去了？”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蜂巢一边回答：“查干哈河发

大水，林场的木头都被泡了，中午村里的大多数人都

去那边帮忙搬木头了，支书让俺转告你们，好好看庄

稼，别闯祸，他们要七八天才能回来。”

　　我最不喜欢听别人不让我闯祸的话，就好象我天

生就是到处闯祸的人似的，于是对燕子说：“支书喝

酒喝糊涂了吧？我们能闯什么祸？我们可都是毛主席

的好孩子。”

　　燕子笑着说你们还不惹祸呀？打你们城里这几个

知青来了之后，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的不下蛋了。

　　我们一起的另外两个男知青也去了林场，只剩下

我和胖子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我们因为出去玩没被

派去林场干活，觉得很幸运，把蜂蜜控进罐子里，足

足装了十多个大瓦罐，燕子说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

吃，晚上给你们整狍子肉炒蜂房。

　　一说到吃胖子就乐了，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

年差不多，下午刚吃了烤兔子肉，晚上又吃狍子肉炒

蜂房，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燕子问我们在哪烤的兔

子？我把经过说了。燕子说哎呀，你们可别瞎整了，

在老林子边上烤野兔，肉香把人熊引出来咋整呀。

　　我们听她这么说才想起来，还真是太危险了，幸

亏今天人熊可能是在睡觉才没闻见烤肉的香味。我一

边帮燕子生火一边说了胖子在溪水中被破碗扎破手的

事，荒山野岭的地方怎么会有那种宋代的青花瓷碗？

　　燕子说那一点都不新鲜，咱村里姑娘出嫁，哪家

都有几个瓶瓶罐罐的做陪嫁，都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河里还能捞古董？燕子也从

床底下翻出两个瓷瓶让我看：“不是河里长的，都是

从上游冲下来的，咱村附近这几条河的源头都在喇嘛

沟的牛心山，听老人们讲那山是埋了也不辽国金国的

哪个太后的墓穴，里面陪葬的好东西老鼻子去了，好

多人都想去找那个墓，但是不是没找着，就是进了喇

嘛沟就出不来了，喇嘛沟那林子老密了，我爹就曾经

看见过沟里有野人出没，还有些人说那牛心山里闹鬼，

反正这些年是没人敢再去了。”

　　说话间已经夜幕降临，燕子把饭菜作得了，胖子

去叫另外两个女知青来吃饭，结果刚去就和其中一

个叫王娟的一同气喘嘘嘘的跑了回来，我忙问他们

出什么事了？

　　王娟喘了半天才说清楚，原来和她一起的那个

女知青田晓萌家里来信，说是她母亲得哮喘住院了，

病得还挺严重。田晓萌听人说喇嘛沟里长得菩萨果

对哮喘有奇效，就一个人去喇嘛沟采菩萨果，从早

晨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天黑也没回来。

　　我脑门子青筋都跳起来多高，这田晓萌也太冒

失了，那地方全是原始森林，连村里有经验的猎人

也不敢随便去，她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去了？

　　王娟哭着说我拦不住她呀，咱们赶紧去找她吧，

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呀。

　　可是眼下村里的劳动力都去了林场，剩下的人

是老的老小的小，要去找人只能我和胖子去了，燕

子也带上栗子黄和猎枪跟我们一道去，留下王娟在

村里看庄稼。

　　在山里有狗就不怕迷路，我们不敢耽搁，点着

火把牵着栗子黄连夜进了山，深山老林里根本没有

路可走，我真想不明白田晓萌自己一个女孩怎么敢

单身一人闯进大山的最深处，胖子说她可能是急糊

涂了，谁的亲娘病了不着急啊。

　　因为天黑，又要让狗追踪气味，栗子黄没受过

专业的追踪训练，经常跟丢了，还要掉回头去重找。

所以我们走得很慢，以前四五个小时的路，走了整

整一夜，东方出现了曙光，大森林中的晨风吹得人

身上起鸡皮疙瘩，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燕子给我们指了指西面：“你们看，那座大山就是

牛心山。”

　　我和胖子向西边看去，被茫茫林海所覆盖着的

山峦中。耸立着一座怪模怪样的巨大山峰，整个山

就如同牛心的形状，九条白练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

上奔流而下，村民们捡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些瀑

布里冲出来的，看来那传说中辽国太后的陵墓可能

就在山内，不过这么多年以来始终没人找得到入口。

　　我见了这座壮观的山峰突然有一种感觉，向毛

主席保证这样的山我好象在哪见过。心念一动，终

于想起来平时闲着翻看我祖父留下的那本破书时看

到的一段记载，这种山水格局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

穴，前有望，后有靠，九道瀑布好似是九龙取水，

把山丘分割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对了，好象是

叫什么“九龙罩玉莲”。

　　山上这九条瀑布，多一条少一条，又或者说是

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都够不上九龙罩玉莲的格局。

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义，发音也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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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恒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另外瀑

布的水流量如果小了，那也就不叫龙了，那是蛇。

　　这种风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做 “ 洛神辇 ”，

按书中所说，最适合的就是在这种地方安葬女性，如

果安葬了男子，其家族就要倒大霉了。

　　这时我心中隐隐约约有种感觉，我祖父的那本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四旧，

书中的内容确实是言之有物的，回去之后还要再好好

读一读。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种风水术有什么实用价值，中

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的帝王将相，哪一个死后是随便

找地方埋的？朝代更替，兴盛衰亡的历史洪流，岂是

祖坟埋得好不好所能左右的。

　　燕子指着牛心山前的山谷说：“这就是有名的喇

嘛沟，传说里面有野人，到了晚上还闹鬼。”

　　胖子望了望山谷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皱着眉

头说：“田晓萌要是进了喇嘛沟肯定会迷路，咱们只

有三个人一条狗，想找她可真是有点不大容易。”

　　我看她们俩有点泄气，就为他们打气说：“ 共

产唯物主义者们就不应该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不管

是鬼还是野人，让我碰见了就算它倒霉，我要活捉它

几只，带到北京去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见了一定很惊

讶。”

　　胖子和我一样都是军人家庭出身，血液里天生就

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成份，他听了我这么说，也来

精神了，摩拳擦掌的准备进沟。

　　只有燕子忧心忡忡，她作为本地人，从小到大，

听了无数关于这条喇嘛沟的可怕传说，自然就有一种

先天养成的畏惧心理。不过现在救人要紧，只能把那

些抛在脑后了。

　　三人先坐下来吃了些干粮，整点装备，我们一共

有两杆猎枪，这两支枪是燕子和她爹打猎时用的，一

把是三套筒，另一把是鄂伦春人常用的抬杆子，这两

种枪都很落后，全是前膛装填的火药枪，近距离杀伤

力很大，但是射击三十五米开外的目标，威力和精度

便难以保证，也就打个野兔狍子之类的还算好使。

　　我六岁起就被我爹带到靶场玩枪，解放军的制式

长短枪械我用得都很熟，但是这种前膛燧发猎枪，我

一点都没有把握能控制住，胖子和我的经验差不多，

我们商量了一下，猎枪我和燕子各拿一支，胖子拿了

一把砍柴的砍刀。准备停当之好，三人就一头扎进了

喇嘛沟的密林之中。

　　在喇嘛沟里，比起传说中的野人和山鬼，最真实

而又直接的威胁来自于人熊，人熊虽然和黑瞎子同样

都是熊，但是人熊喜欢人立行走，故得此名，人熊体

积庞大皮糙肉厚，猎人们只有成群结队，并带有大

批猎狗的时候才敢攻击人熊。如果一个人带着一把

破枪在原始森林中和人熊遭遇，几乎就等于是被判

死刑了。

　　在林子里走了大半日，牛心山上九道大瀑布的

流水声轰隆隆的越来越大，眼瞅着喇嘛沟已经走到

了尽头，就快到牛心山脚下了。

　　人熊野人都没碰到，更没见到田晓萌的踪影，

胖子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行了……实在……

走不动了。”

　　燕子说那咱们就先歇会儿吧，栗子黄好象也寻

不到田晓萌的气味了，唉，这可咋整啊？要是找不

到她，支书和我爹他们回来还不得把我骂死。

　　我也累得够戗，拿起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几

口，对他们两个人说：“ 田晓萌许不会是让人熊

给吃了？再不然也有可能是被野人抓去做了压寨夫

人。”

　　我们正在一边休息一边闲扯，忽听栗子黄冲着

密林深处狂叫了起来，猎犬都是血统优良的好狗，

它们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绝不会如此狂叫。

　　我问燕子：“狗怎么了？是不是发现有什么野

兽？”

　　燕子脸色惨白：“快上树，是人熊。”

　　我一听说是人熊，急忙三下两下爬上了一棵大

树，低头一看，燕子正在用力托着胖子的屁股，胖

子不会爬树，吃力的抱着树干一点点的往上蹭。我

赶紧又从树上溜了下来，和燕子一起托胖子的屁

股，胖子好不容易爬上了最低的一个大树叉，满头

大汗的趴在上面说：“我……这树他妈的……太高

了！”

　　栗子黄的叫声越来越急，还没等我和燕子爬上

树，就见树丛中钻出一只浑身黑毛的人熊，它见了

活人，立即兴奋起来，人立着咆哮如雷。

　　燕子长年跟她爹在山里打猎，经验极其丰富，

来不及多想，抬起猎枪对着人熊就放了一枪，碰的

一声火光飞溅，弹丸正中人熊的肚子。

　　由于距离很近，而且人熊的腹部最是柔软，这

一枪在它的肚子上开了个大洞，鲜血和肚肠同时流

了出来。人熊受了伤，恼怒无比，用大熊掌把自己

的肠子塞了回去，然后狂暴的扑向燕子，燕子的猎

枪不能连发，身后都是树木荆棘无处可逃，只能闭

眼等死。

　　救人要紧，我顾不上多想，急忙举枪瞄准人熊

的头部，这一枪如果打不中，燕子就完了，想到这

里手有点发抖，一咬牙扣动板机，轰的一声，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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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け止めていますか、人権の重み

子猎枪巨大的后座力差点把我锨了个跟头，一屁股坐

在地上，不知是火枪的杀伤力不够还是我射得偏了，

虽然打中了人熊的头部，却只是打瞎了它的一只眼睛。

　　这一枪虽不致命，却把燕子救了，人熊瞎了一只

眼，满脸都是鲜血，眼眶上还挂着半个眼珠子，它变

得更加疯狂，丢下燕子不管，径直朝我扑来。

　　这时栗子黄从后面猛咬人熊的后腿，人熊扭过头

去要抓栗子黄，栗子黄很机警，见人熊转身，便远远

跑开，对人熊呲着牙挑衅。

　　就这么缓得一缓，我和燕子都抓住了这救命的十

几秒钟时间，分别爬上了大树。

　　人熊受伤也不轻，肚肠子被打穿，流出来一大截，

还瞎了一只眼睛，它在山中连老虎都怕它三分，哪吃

过这么大的亏，想去抓栗子黄，但是又没有猎犬跑得

快，想要去咬那三个人，那些家伙又都爬上了大树。

在树下转了几圈，虽有一肚子邪火，而一时竟不知该

如何是好，暴跳如雷，仰天狂吼，声震山谷。

　　我趴在大树上看见下面的人熊急得直转圈，忘记

了自己身处险境，觉得好笑，对在另一棵树上的胖子

喊：“小胖，你二大爷怎么还不走啊？跟下边瞎转悠

什么呢？你劝劝它，别想不开了。”

　　胖子不是怕人熊而是怕高，拿现代的词来说他可

能是有点恐高症，趴在树叉上吓得发抖，但是他听我

挤兑他，也不肯吃亏，跟我对骂起来：“胡八一，你

他妈的就缺德吧你，下边这位哪是我二大爷啊，你看

清楚了再说，那不是你媳妇吗？

　　我哈哈大笑，指着下面的人熊对胖子说：“ 噢，

看错了，原来这是你老姨，我可不给你当姨夫。”

　　胖子气急败坏的想用树上的松果投我，但是两只

手都紧紧抱着树杈，生怕一松手就掉下去，不敢有太

大的动作，只能冲我干瞪眼。

　　我见了胖子的样子更加觉得好笑，不过马上我的

笑容就僵住了，树下的人熊正不顾一切的爬上我所在

的这棵大树。

　　它虽然笨重，但是力量奇大，又受了重伤，疼痛

已经让它完全失去了理智，在它眼中只剩下我们三个

人一条狗，瞪着一只血红的熊眼，大熊掌上的肉刺牢

牢扒住树干，庞大的身躯每一蹿就爬上来一米多高的

距离。我心中暗骂：“谁他娘的告诉我狗熊不会爬树？

这不是坑我吗。”

　　在山里有句老猎手叮嘱年轻猎人的话：宁斗猛虎，

不斗疯熊。因为受伤而完全发疯了的人熊，其破坏力

和爆发力都是惊人的，我大惊失色，哪里还有心思跟

胖子开玩笑，心中不停的盘算着怎样脱身。

　　这时燕子给我提了个醒：“快……快装铁沙，打

它的另一只眼！”

　　我这才想起来背在身后的猎枪，连骂自己没用，

又往大树顶端爬了一段，解下扎裤子用的武装带，把

武装带栓在一枝足能承受我体重的大树杈上，用一只

手抓着猎枪挂住重心，腾出另一只手往猎枪里装填火

药，我把牛角筒里剩下的多半筒火药都装进了抬牙子

的枪管。

　　人熊爬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燕子和胖子都为

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手中装填猎

枪上的动作上，不去想下面爬上来的人熊。

　　装完火药之后是压铁沙，用铁通子把火药和铁沙

用力杵实，我的鼻洼鬓角全是汗水，这种猎枪真麻烦，

破枪真是要了命了，在东北的大森林中，有多少猎手

是因为没有一把快枪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时候我

要是能有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就算再来它个两三

只人熊也不在话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只手枪也

好。（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