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迄今据我观察，所有啄木鸟都用敲击声
来吸引自己的伴侣。雄啄木鸟在一根能够
发出共鸣声的枯枝上不断敲击，宣扬自己的
求爱需要，一旦雌啄木鸟适时接近，就会受
到雄啄木鸟适时的追求，坠入情网，成为爱
情的俘虏。披肩榛鸡的敲击也有同样的目
的：人们看见雌鸟一听见敲击，便决定循声
而去，羞怯地接近，然后受到雄鸟的赞美，于
是配对就成功了，雄鸟很可能接受第一只主
动献身的雌鸟。在所有鸟儿中间，对雄鸟的
选择似乎属于雌鸟，雄鸟往往胡乱地求爱，
而雌鸟则小心谨慎地选择。

雄鸟竭力施展技艺，以求爱侣青睐
松鸡与啄木鸟不同，它总是随身带着自

己的鼓，它的鼓就是它那骄傲的胸脯，然而，
如果没有受到干扰，它就在树林中选择某一
根特殊的木头或某一块岩石，站在上面发出
它求偶的意愿，但我难以弄清雌松鸡选择配
偶的决定性因素。在鸣禽中间，雌鸟选择的
很可能是最佳歌手，或者是声音最适合自己
的趣味的；在羽衣鲜艳的鸟儿中间，雌鸟选
择的很可能是衣装华美者；在鼓手中间，雌
鸟无疑受到了声音的某种特质的吸引。我
们的耳朵和眼睛过于粗陋，还无法把这些事
情中的细微差别辨识出来，但毋庸置疑，鸟
儿自己就能辨识那些差别。

同四足动物相比，鸟类显露出了更多
的人类特征。它们毫不质疑地坠入情网，
它们有一段求偶时间，雄鸟在这段时间里
竭尽全力施展自己所能发挥的技艺，以获
得其伴侣的青睐，这一点也同样毋庸置
疑。我们常常观察到的是，它们当中有竞
争对手和嫉妒者，一个鸟儿家庭的安宁常
常受到外来雄鸟或雌鸟的粗暴干扰。当雌
鸟发生冲突时，它们比雄鸟更加刻毒、恶
意，也更加鲁莽、不顾一切。我们现在已经
知道的是，一种鸟儿还抚养其他种类的鸟
儿留下的遗孤。雄火鸡有时会栖息在它的
伴侣产下的蛋上面，独自孵化和抚育一窝
雏鸟。总而言之，一旦真正坠入情网，鸟儿
通常采取的某些行为与人类的行为具有惊
人的相似性。

马丁夫人在她所著的《鸵鸟养殖场上
的家庭生活》一书中，娓娓讲述了以下这个
奇怪的事件：“一只显然接受了先进概念的
雌鸵鸟，对丈夫毫不顺从，坚决拒绝栖息在
自己产下的蛋上去孵化雏鸟，于是它那可
怜的丈夫便决定不让自己的小家庭失望，
自己揽下了所有事情，尽管几乎累得要
命，可还是日日夜夜勇敢而耐心地栖息在
蛋上孵化雏鸟，直到自己的儿女破壳而
出。接着，这对鸵鸟又有了一窝蛋，雄鸵
鸟便下定决心，坚决不再做孵化这样的事
情了，于是它就殴打雌鸵鸟，踢踹它，让它
的妻子受了重伤，差一点儿被打死，这种莎
士比亚《驯悍记》中驯服悍妇的人物—佩特
鲁乔似的对待悍妇的方式，产生了丈夫需
要的效果，因为那妻子再也不敢反抗了，而
是百依百顺，恭恭敬敬地栖息着孵化雏
鸟。”（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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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三个姑娘手拉着手，笑声
阵阵，歌声阵阵，各色不知名的小花盛
开在她们的周围。在这生命最美好的
时光里，她们是属于青春、属于阳光、属
于草原的。

铁弗匈奴是魏晋时南匈奴独孤的
一支。魏晋时期，草原各民族处于诸族
融合过程中。当时，匈奴族男子娶鲜
卑族女子，他们所生的子女，北方汉人
称他们为铁弗；而鲜卑族男子娶匈奴
族女子，他们所生的子女，北方汉人称
他们为秃发或拓跋：久而久之，成了他
们的族号。铁弗刘虎的先祖自南匈奴
第二十代单于於扶罗以后，为攀高结
贵，冒承西汉皇帝之刘姓，故刘虎先祖
姓刘。刘虎的曾祖父去卑原是并州匈
奴右贤王，初居晋新兴郡滤傂。去卑
死，其子刘猛继位时已进入西晋。公元
271 年刘猛叛晋出逃塞外，公元 272 年
正月被杀。刘猛之子副仑投奔拓跋鲜

卑，铁弗部落由刘猛之弟诘升爰统领，
被西晋封为南匈奴五部帅之一的北部
帅。公元 309 年，诘升爰死，其子刘虎
袭帅位，娶前赵皇帝刘渊的宗室女为
妻，于是叛晋。

铁弗匈奴的刘淳这一年刚满二十
岁，却是远近闻名的抢掠者。他是单
于刘虎的弟弟，跟刘虎同居汗廷。刘
虎的士兵个个骁勇善战，以一当十。
自己的草原不够大，养不了多少牛羊，
就到处去抢别的部落的。拓跋、吐谷
浑，甚至与他临近的乌桓部的百姓、北
边的匈奴，常常受到铁弗的滋扰。他
就像一匹草原上的孤狼，哪儿有肥肉
就往哪儿去。因为够狠，因为够准，他
几乎每次都能得手。所以周围部落的
百姓都恨死了铁弗刘淳，却又拿他没
有办法。

这天，他又带着一百多号部下来到
了吐谷浑的部落。正巧吐谷浑可汗在
多杰将军的陪同下去了拓跋猗卢的大
营，清晨踩着露珠刚走，刘淳的马蹄就
踏进了这片宁静的草原。

嫣儿送父汗出了大营，便轻悠悠
地跳起了舞，旋转着向自己的部落飘
移。手腕、脚踝上的银铃随着她的舞
蹈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在这个宁静
的清晨，“啪！啪”响亮的鞭声打破了
部落的宁静，铺满新绿的草原醒来了，
一只只羊儿涌出了圈门，蹦跳着奔向
无边的草原。牧民们跨上了骏马，追
赶那欢乐的羊群。远处，一群群羊儿
像朵朵白云在飘动，蓝天下回荡着牧

羊人悠扬的歌声。嫣儿看着渐渐远去
的羊群，脚下的舞蹈更热烈了，一时间
跳得忘乎所以。

这时，军马的铁蹄声猝然而至，一
匹黑色的骏马在嫣儿的面前猛然停
住。因为拉缰绳的速度太快了，马没能
及时停住，两只前蹄高高跃起，眼见就
要踩到花容失色、跌倒在地的嫣儿。这
时，骑马的人突然腾空而起，紧接着右
脚一出，猛踢向马头，力道之猛竟愣生
生将整匹马踢了出去。一声闷响，马整
个撞向部落大营的门柱，竟再也没能站
起来。而马的主人，此刻已稳稳地站定
在嫣儿的面前。

嫣儿愣愣地看着奄奄一息的马儿，
眼里充满了怜惜。正在这时，马的主人
已蹲下身来，仔仔细细看着她。

“来了这么多趟，怎么不知道吐谷
浑的大营里还有这么个仙女？”

嫣儿转头看向来人：身躯凛凛，相
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
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如
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

刘淳伸出手来要扶她，嫣儿抢先一
步起了身，拍拍身上的灰尘，站定，看向
眼前的进犯者：“你们是谁？为什么要
来我们花什草原？”（五十九）

一个便衣侍卫说，那纯粹是偶然和
巧合，比方说在他扑向部落王时，刚好
惊马冲到了他跟前，这时候，他自然先
得对付危及自身的惊马，所以，这只是
个临时出现的假象。德吉昂姆愤怒地
说，你怎么如此固执，敢跟我较劲儿？
那便衣侍卫说，我不敢跟小姐较劲儿，
我只是尊重事实，为部落王负责。德吉
昂姆气得说不出话来，将求救的目光转
向了王爷大哥。

扎登王爷对这突发事件的态度显
得模棱两可，他起初是站在妹妹德吉昂
姆一边的，认为那牧奴汉子冲进场内纯
粹是为了救妹妹，但他之后又对自己的
这一想法产生了怀疑，非亲非故、不相
不识的，他为什么要冒着天大的危险救
妹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冲进场内的
动机很可能是为了对部落王下手。在
部落王和妹妹之间，他当然要从大局着
想选择部落王，而且这个选择不会伤及
到妹妹的任何利益，牺牲的仅仅是一个
不认识的下贱的牧奴。

作为部落王贴身侍卫的嘎子，完全
是站在部落王一边的，他认为一个来王
府支差的牧奴救王爷妹妹之说纯粹是
无稽之谈，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一个来王府支
差的牧奴，凭什么要舍身救王爷的妹
妹？否定一种观点的目的，是为了肯定
另一种观点，嘎子这肯定的观点，就使
那牧奴谋害部落王的事实成立了。

事情看来最终要由部落王来下结
论了，可部落王又能下怎样的结论呢？
部落王还是个未见过世面的少年，事情
发生时，他被嘎子稀里糊涂地扑倒在了
地上，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清
醒过来时，事情已经结束了。部落王
说，他当时被吓傻了，什么都不知道。

对大家争论的事情，部落王表态说，这
个事情交给刑狱官去审问不就清楚了
吗？于是，事情到此就划上了句号。对
于所争论的事情的最终结果，大家只好
寄希望于刑狱官的审问了。

几天后，刑狱官的审问结果出来
了，那个想谋杀部落王的嫌犯供认，他
是马家政府驻康藏边区警备司令部派
来的刺客，此次潜入安多部落王国就是
为了刺杀部落王。现在刺杀阴谋失败
了，他甘愿受刑领死。那刺客在他刺杀
部落王的事上，态度倒也痛快，但当问
到他那个牧奴“同伙”时，却是一口否
认，他说那人不是他的同伙，他是受命
一个人潜入安多部落王国谋杀部落王
的。刑狱官说，你别在这事上打马虎
眼，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
吗？刑狱官分析说，你见自己已经彻底
暴露，就想以不认识来开脱和保护自己
的同伙，让同伙逃脱惩罚，以图日后再找
机会，完成你未能完成的使命。那刺客
听了刑狱官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我
没有同伙，你们不信，硬要把那人扯进
来，既然这样，你们就把那人当成我的同
伙杀了吧，这样我也就有了个垫背的。
刑狱官对刺客的审问到此就卡了壳，他
决定转移目标直接审问那个牧奴。

对那个牧奴的审问，得出了如下交
代：我叫尼巴，是白玛千户年保家族的
人，我们一共有弟兄六个，我是老二，我
今年二十九岁，还没有成家。我之所以
至今没成家，是因为有个巫师告诉我，在
二十九岁这年会有一场不同寻常的姻
缘在等着我，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着急成
家。一个月前，我受千户府的指派到王
府来缴赋税支差。受部落王接见的那
天，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王爷家的小姐
吸引了，我惊叹天底下竟有如此美貌的

女子，就在我被王爷家小姐的美貌所吸
引时，发生了有人刺杀部落王的事情，
而这时，刚好那匹惊马冲进了人群里，直
奔王爷家的小姐，我一见急了，不管三七
二十一冲进场子去拦惊马救王爷家的
小姐。后来惊马拦住了，王爷家的小姐
也得救了。可你们不仅不感谢我，反说
我是谋害部落王的刺客，是那个刺杀部
落王的刺客的同伙，把我抓了起来，这到
底是为什么？刑狱官说，你当时真的是
为了救王爷家的小姐？尼巴说，是真的，
除此之外，别无二心。刑狱官说，无缘无
故、不相不识的，你为什么要救王爷家的
小姐？尼巴说，因为她太美了，那样一个
美貌的女子要是死在马蹄之下，实在是
太可惜了。刑狱官说，这就是你救王爷
家小姐的动机？尼巴点了点头。尼巴
原本想说是出于喜欢才救的王爷家的
小姐，但这话没法说出口，一个牧奴喜欢
王爷家的小姐，这事太不现实。

刑狱官审问到这里，不免有点失
望，怎么那么大的事最后竟变成了一碗
白开水呢？刑狱官不死心，说，这事不
能你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还要到你的家
乡白玛千户去调查取证，要是你说了半
点谎，你就跟那个刺杀部落王的刺客罪
行同等。（五十九）

A10 2017年6月15日 星期四

邮箱：hdsbzkb@163.com专刊部主办 电话：0972-8689538
责编 / 雪归 版式 /雪归 时报/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