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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有座果园，果

园土屋墙上高挂着一支猎枪。

爷爷不许我们碰那支枪，谁要摸

它一下，就用木棍打谁的屁股。

猎枪是爷爷的最爱，只有

他能背在肩上，连父亲也不能

动它。爷爷说，枪有灵性，跟着

他半辈子了，只有他懂它，外人

乱碰容易走火，伤到自己、伤到

别人都是灾难。

爷爷背起猎枪的样子，像

个英雄，我和哥哥羡慕得不得

了。但村里人都笑话爷爷：背

了一辈子枪，枪法却像瓜地里

进了雨水的西瓜，时间越久越

烂。这话不假，爷爷的枪法不

准，他天天背着猎枪在果园里

找兔子打，但从未打到过一只

兔子。

邻居李大爷背着猎枪出去

俩小时，回来枪杆子上就挑着

几只野兔。在一年吃不上几顿

肉的年代，李大爷家的孩子着

实让小伙伴们羡慕，他们隔三

岔五就能开荤，吃到兔肉。偶

尔李大爷路过我家门口，也会

虚让一下：“送给你家一只兔

子，等你爷爷打到兔子，估计得

下辈子，哈哈哈……”听到此

话，我把冒出喉咙的哈喇子用

力吞咽下去，边关大门边说：

“不要，俺不吃兔肉，奶奶说吃

了兔肉会长兔唇的。”

李大爷家几个孩子的嘴唇

没裂出豁子来，倒是兔肉的香

味飘到我家，馋得我使劲咬着

嘴唇，嘴唇被咬得干裂蜕皮，有

时肿了，像个兔子嘴，难看死了。

我央求爷爷，下次发现兔

子了，一定瞄准了再打，别再让

兔子跑了。爷爷抽了一口烟，

悠悠地说，可能是我花眼了，瞄

不准了，那次明明发现桃树下

有只野兔，打完过去一看，子弹

却打在了一侧的栅栏上。

李大爷听到这话，乐得眼

泪都下来了，他打趣爷爷说，老

马头，我是指哪儿打哪儿，你是

打哪儿指哪儿。咳，知道为何

你家果园小毛贼少吗？就是怕

你的烂枪法，打兔子不成再误

伤到了人。

爷爷嘿嘿笑着说，我这枪

法不准的名声都是你喊出去的

吧？李大爷哼了一声，扭头便

走了。

有一次，我跟着爷爷巡园，

远远看到一位妇人在偷摘我家

桃子，我刚要出声喊她住手，爷

爷一把捂住我的嘴，拉着我躲

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待妇人走

后才将我拉出。我问爷爷，为

何不呵斥偷果贼，还要躲在一

旁看着她偷？爷爷说，一位妇

道人家，肯定是家里困难才冒

险来偷的，几个桃子值不了多

少钱，咱若当场逮住她，她一定

害怕，再把她吓出个病来，咱良

心上过意不去。

后来，派出所要求村民上

交猎枪，李大爷的猎枪被没收

了。过了几日，李大爷见爷爷

的猎枪没上交，便向派出所举

报了爷爷。那天派出所的民警

来果园里找爷爷，爷爷亲手摘

下挂在北墙上的猎枪递给民

警，民警看了看，又还给了爷爷。

原来爷爷那支猎枪是假的，根

本不能装子弹，怪不得爷爷一

辈子也没打死过一只兔子呢。

问爷爷为何背着假枪巡

园，爷爷说，解放前世道乱，果

园没少被贼偷，他自己做了一

支假枪，故意传出枪法不准的

名声，果园里的贼果然少了不

少。用李大爷的话说，枪法不

准比枪法准更吓人。那些贼人

知道了，才不会为了仨瓜俩枣

提心吊胆的，害怕被爷爷打兔

子时误伤了自己呢。

爷爷说，也有人胆子肥，他

巡园子时发现有人偷果子，但

他不会明喊抓贼，他每次都自

言自语、声东击西地说：娃呀，

前面有只兔子，别动，我瞄准了

哈。小蟊贼听到便撒丫子跑了。

我这才明白了，爷爷的猎枪

永远不会走火，但却一直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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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应酬
周六上午，Sam去参加一个客

户宣讲会，中间遇到一位老客户，

就嚷嚷着下午约场羽毛球。午餐

结束后 Sam 直接拉着老客户过江

去打球。这几年，他车的后备厢

里，常年备着两支球拍、一大桶球，

还有球衣球裤速干衣裤球鞋跑鞋

等全套运动装备，随时可以去打球

或跑步。

Sam原来只打羽毛球，每周一

次而已。前年工会组织羽毛球比

赛，他们部门的主力肌肉拉伤打不

了，临时让他顶上，请了教练进行

强化训练，教练要求长跑增加耐

力。就这样，Sam无意中掉进了跑

圈的坑，跑了一段时间后，很惊奇地

发现自己竟然跑入了一个新天地。

这个新天地有两重涵义，一重

是发现了跑步这项运动的魅力所

在，没入跑坑的时候，Sam 跟大多

数人的想法一样，觉得跑步是一项

毫无技术含量的运动，不就是傻不

愣登地往前跑嘛！可真入坑后，才

发现跑步绝对是项技术含量很高

的运动：如何买一双适合自己的跑

步鞋；跑前如何做热身活动；跑时

如何调整呼吸节奏、步频步幅；跑

后如何做放松活动……甚至连怎

么喝水都很有讲究！而且跑步是会

上瘾的，奔跑的时候，头脑放空，跟

着节奏，越跑感觉越轻松，什么工作

生活人际压力统统抛诸脑后。

所以自打入了跑坑，Sam每周

的运动频率从一次迅速上升到三

四次，还不包括周末经常有人约着

去郊外跑步。当然，身为公司的中

流砥柱，家庭的顶梁柱的中年男，

肯花这么多时间在运动上，自然不

仅仅是被运动的魅力所吸引，或纯

粹为健康而运动。

这就是 Sam 入跑坑后发现的

第二重新天地——人脉！

刚开始带他跑步的前辈同事

介绍他去上跑马课，Sam觉得有点

可笑，跑步还要上课！好奇去了一

次，来上课的跑友显然都是事业颇

为有成的中年人，一看，还有好几

张熟脸，竟是他们公司的几位高

管。课程结束后，几位同事都聚拢

过来，其中一位掏出面旗帜来，让

大家各牵一角拍合影。Sam一看，

上书“××跑团”，赫然是公司的大

名，这才知道，原来公司还有这么

个“秘密帮会”。上了几次课，混了

个脸熟，一介绍，原来一起上课的

跑友大多是他们金融行业的，彼此

都有点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Sam 很快就发现这跑步是联

络感情的方式，平时跟领导套近乎

很困难，怎么都有点上下属的敬畏

感和距离感，而成了跑友后，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了，大概是因为一起

挥汗如雨、咬牙坚持、挑战极限过，

似乎特别容易推心置腹，一起跑得

久了，领导成兄弟了。

这年头样样都讲究混圈子，跑

圈也一样，越跑脚下的路越远，越

跑脚下的路越宽，越跑圈子也越

大，好多客户都是在运动中认识的。

这年头壮年猝死的新闻屡见

不鲜，人到中年，最担心的就是健

康风险。以前业务往来商务应酬，

都习惯在酒桌上，先得喝好了，才能

谈事儿；如今呢，这应酬都改在球场

上、运动场上、跑道上……要接得住

球，陪得了跑，让客户过足瘾，出透

汗，这事儿也就容易往下谈了！

当运动成了应酬的一种工具，

那伤病也是在所难免，到底是年岁

不饶人，有时太太看他边龇牙咧嘴

地往脚踝上贴伤筋膏，边还在答应

着明天的约球，心疼地劝他推了好

好休息几天。

Sam苦笑：“某总约我呢，他差

不多同意签单了，你说这场球我能

推吗？！”

太太叹，人在江湖飘，哪能不

受伤！转念一想，这运动伤，比起

以前酒桌上应酬喝得胃出血回来

吐得稀里哗啦怎么都要好点儿！

于是，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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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仔细想来，从其他动物的

视 角 看 来 ，人 类 何 尝 不 是 如 此

呢？ 我们仿佛拥有超能力，原本

平滑均匀的时间，上万年，几十万

年甚至几百万年的演化历程被人

类祖先以各种方式反复地折叠进

各种物品，当他们在上古洪荒时代

用两脚四处游荡时，解放出来的上

肢使得他们可以随身携带那些“时

间的容器”（有证据显示，能人会随

身携带石块进行长途跋涉，搬运工

具的距离甚至超过了10千米）。如

果说时间是这个世界所有生物的

硬通货，那么人类就是全世界最富

有的物种。

能人释放了石器内所蕴含的

时间，极大地对冲了咀嚼肌减弱带

来的弊端，同时，咀嚼肌的减弱也

给人类的祖先带来了一系列意想

不到的福利，其中甚至有可能包括

寿命的延长。

在咀嚼肌减弱后，大脑不再被

两侧强壮的肌肉束缚、压迫，进而

有了更大的发育空间，这使得能人

的脑容量相对于早期的南方古猿

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能人的头部

变得更大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

中曾经提到的那样，直立行走使得

人类的骨盆变得越发狭窄，而增大

的脑容量遇到狭窄的骨盆，会使得

人类女性的分娩变得格外困难，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采用了“生

理性早产”这一方案，简单来说，就

是在胎儿还没有发育到足够大之

前就提前将其生出来，这虽然解决

了分娩的难题，但是刚出生的宝宝

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早产儿”，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必须依赖母亲的

照顾才能存活下来。

在21世纪物质丰富的今天，照

顾一个新生儿都会让母亲感到精

疲力竭，更何况在匮乏的旧石器时

代。当一个母亲照顾自己的宝宝

时，她的精力和体力被大大占用

了，再加上在旧石器时代没有任何

背包和婴儿车一类的装备，母亲的

一只手时刻被占用着用以携带自

己的孩子，这一定会使得她采集、

摄取食物时的效率大大降低，如果

婴儿和母亲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人

类的血脉就无法延续下去，那百万

年前的祖先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的呢？

很 有 可 能 是 进 化 出 更 长 的

寿命。

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奥科

纳尔（James O’Connell）曾经提出

过一个外祖母假说（Grandmother

Hypothesis），大意为当一个年轻女

性在生育后由于照顾孩子而陷入

困境时，孩子的外祖母就会挺身

而出，帮助自己的女儿搜集食物、

照顾孩子，这无疑大大减轻了女

儿和宝宝的生存压力。这样一

来，尽管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甚至已经绝经（人类的更年期有

可能就是这么进化出来的），但是

老年女性依然可以通过努力间接

地让自己的基因有更大的可能延

续下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

首先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外祖

母的寿命要足够长，至少要能活

到自己的女儿性发育成熟并且完

成生育。

这事实上形成了某种选择压

力，那些寿命短的个体，由于无法

存活到自己女儿生育，所以无法在

女儿最困难时伸出援手，在匮乏的

压力下，自己的血脉最终有可能因

此断绝。而那些寿命较长的个体，

则可以帮助已经生育的女儿更好

地照顾孩子，那么这种相对长寿的

基因也会因此被筛选和扩散开来，

于是人类的寿命也变得越来越

长。但同时，寿命的延长往往意味

着更长的发育时间，而更长的发育

时间会让成年后的个体具有更大

的体格。从考古证据来看，在之后

的历史中，人类在体格上确实变得

更大了。或许可以说，正是母亲对

女儿的关爱使得人类变得长寿和

高大，这真是一件让人感觉暖心的

事情。

无独有偶，这种外祖母假说在

自然界另外两种动物的身上也得

到了印证，一个是大象，另一个

是虎鲸。一些动物学家对太平洋

西北部的虎鲸进行了长期的观察

和研究，他们发现，虎鲸具有一

定程度的社会性，在它们的族群

内部，也会有“老婆婆”用自己的

生活经验帮忙照顾年轻个体的行

为，且这种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其

死亡率，可以说，“外祖母假说”

被学者直接观察并证实了。大象

和虎鲸也有着巨大的体格和较长

的寿命（大象和虎鲸可以活到 80

岁左右，甚至还有上百岁的虎鲸），

正如上文所述，这可能是外祖母

理论和其他多种因素共振造成的

结果。 （连载19）

进击的智人 充满少年感的《人类简史》

人类今日已经壮大到可以灭杀一切动物，也可以随时毁灭地
球。如果有一天人类即将告别这个星球，我们又有机会反省一下的
话，我们可以问上自己一句：究竟从哪一天、哪一刻起，人类就踏上了
背井离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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