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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战狼2》取景地
飞机残骸记录“坦克大战”

演奏《牧羊曲》
音乐大师“对羊弹琴”

女子扛4麻袋零钱买车
员工数钱数到手抽筋

在川滇两省的崇山峻岭中， 有一
列平均时速不足50公里的 “小慢车”，
被沿线村民亲切称为山区 “公交车”。
这趟列车中途经停的20个站点多为彝
族聚居区 ， 火车由于不受季节限制 、
运价低廉， 一直是沿线村民出行赶集、
买卖蔬菜水果的首选。

近日热映的电影 《战狼2》 以其惊
人的速度刷新国内电影票房纪录。 影
片中不少镜头在非洲拍摄， 但片尾最
精彩、 最刺激的 “坦克大战” 等片段
选取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赵川铁
厂， 媒体发布此新闻后， 很多人慕名
前往实地感受影片中的情景。

近日在河南登封， 来自美国 “格
莱美奖 ” 的获得者Kirk Whalum在嵩
山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前， 对着群
羊用萨克斯练习吹奏电影少林寺的主
题曲 《牧羊曲》， 深情投入。

近日， 山东一女子在4S店购置了
一辆汽车， 结果付钱时她扛了4麻袋的
1元零钱。 原来， 女子做生意收了很多
零钱， 正在发愁怎么处置时， 看车时
随口询问了店员收不收零钱。 店员给
出 “收” 的答复后， 没想到她扛着4麻
袋的零钱来提车， 让工作人员切身体
会了一下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感受。

大山深处有列“小慢车”
被村民称为“火车公交”

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第七天为
“人日”

———与 “女娲造人” 的传说有关？

中国农历新年正月的第7天， 即正
月初七， 古人定之为 “人日”。

在传统的节俗中 ， “7” 所扮演
的， 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古人
过春节， 俗称 “过大年”， 从正月初一
到初七 ， 都赋予了不同的节日含义 。
据晋董勋的 《问礼俗》， 从新年的第1
天到第7天 ， 分别是鸡日 、 狗日 、 猪
日、 羊日、 牛日、 马日、 人日。

在新年的第7天， 古人要吃用7种
时鲜蔬菜做的 “七宝羹”； 制作类似小
人形状， 时称 “人胜” 的佩戴物。 而
人日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 “登高”， 此
俗为何而来需再考， 但 “人往高处走”
正代表 “人日” 里的一种愿望。 “人
日” 即 “人的节日”， 古人将新年的第
七天设为人日， 在 “女娲” 抟土造人
的神话中或许能发现些秘密。

女娲在创造出人类之前先造出与
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 从第1天至第6
天 ， 分别创造出了鸡 、 狗 、 猪 、 羊 、
牛、 马， 到第七天才完成了造人计划，
遂将这天设为人类自己的节日。

虽然女娲造人仅仅是传说， 但巧
合的是， 在西方的神话里人类的诞生
同样与“7”相关。 不同的是，在西方“创
世造人”传说里，人是上帝在第6天造出
来的， 比女娲早1天。 而第7天上帝休
息， 西方的一周7天， 据说由此而来。

结合中外造人的传说， 设新年第7
天为人日或许正是古人对人口增殖的
期盼 ， 因为这里的 “ 7” 已 包 含 有
“生” 的意味。

农历第七个月的第七天为
“七夕节”

———守夜女子 “咸怀私愿”？

农历七月的第7天， 即七月初七，

在古人眼里是又一个特殊的日子。 七
月的第7天是中国传统的 “七夕节 ”，
又称 “乞巧节 ”。 传说在这一天 ， 恋
爱中的男青年牛郎和女青年织女将会
相聚， 此即汉应劭 《风俗通义》 中所
说： “织女七夕当渡河， 使鹊为桥”。

据说， 民间还有另一版本的传说，
原来天帝本意是让牛郎织女 “7天相会
一次”， 结果传话的乌鸦听错了， 弄成
了七月份的第7天才能相会一次。 在此
故事的基础上， 随后还演绎出了 “董
永与七仙女” 的传说。

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 但
这个节俗却无法得到现代天文学上的
解释。 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任一节
气， 都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
置而定的， 有明确的坐标意义。 而七
夕节， 除与月亮勉强有点关系外， 与
其他天体均无天文学上的关系。

那么 ， 惟一的解释是古人觉得
“7” 与其他数字不一样 ， 由此形成
了 “敬 7” 心理 ， 一年中的第 7个月
的第 7天因为显得颇为神奇 ， 促使
了七夕节的诞生 。 七夕节是中国仅
有的几个纯阴历节日之一， 因为节日
的主角是女性 ， 故又被称为 “女节 ”
或 “女儿节”， 也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情
人节。

进一步分析， 七夕节的原始意义
应与人类生殖繁衍祈愿有关。 汉魏时
起 ， 女子便有在七夕节这天晚上乞
子、 乞姻缘的风俗。 晋周处 《风土记》
记载， 时女子在七月七日： “守夜者
咸怀私愿”。

人死后第7天要祭奠“做七”
———“7” 与 “死” 产生关联？

在古代丧俗中， 数字 “7” 同样十
分神秘。 至今， 民间在亲人亡故后都
有 “做七” 的风俗。 所谓 “做七”， 就
是在人死后， 从第7天起， 亲属每隔7
天设斋会祭奠一次， 前后7次， “七七

四十九天” 结束。
民俗学上的解释认为， 这与 “转

世” 传说有关。 按照迷信的说法， 人
死后7天就会转生， 每7天为一期， 期
满后会再降生， 所以死后第7天要为亡
者设立灵座 。 若第一期后未得生缘 ，
则要再等一期， 如此这般， 7期为限，
49天后除灵。

还有一种迷信说法是， 亡魂通往
阴间的路上有层层关卡， 每过7天要过
一道关口。 为亡者 “做七”， 实是为了
护卫其顺利到达阴间， 免做孤魂野鬼。
在第5个 “七日”， 亡者最受累， 所以
又以 “做五七” 最为隆重。

从 “做七 ” 的丧俗中可以发现 ，
这里的数字 “7” 充满了悲情， 与 “人
日”、 “七夕” 中的数字 “7” 所关联
的 “生”、 喜庆的气氛刚好相反。

古代早期， “7” 在丧俗中的身份
很尊贵。 《礼记·王制》 中有这样的说
法： “天子七日而殡， 七月而葬”， 而
其他人死后则不能使用这种礼仪。

为什么天子的丧礼规定7天停放
灵柩， 7月下葬？ 时人认为， “7” 是
“王者” 的代表。 古代帝王祭祀先祖一
般设 “七庙”， 即 《礼记·王制》 所谓：
“天子七庙， 三昭三穆， 与太祖之庙而
七 ”， 也从侧面折射出先秦帝王家对
“7” 的敬重。

新石器时代随葬品中发现
“7孔刀”

———“7” 与北斗七星崇拜有关？

古人对数字 “7” 的迷信， 在现代
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 在已考古
发掘出的多座早期古墓中， 不时会从
墓主人的随葬品中发现玉刀或石刀 。
奇怪的是， 在这些刀的刀背上都打磨
有7个圆孔， 因此被称为 “7孔刀”。

经测定， 凡发现“7孔刀” 的墓葬
年代， 一般都在距今3000年以前， 远
者在6000年以上。

值得注意是， 这些 “7孔刀” 均非
生产生活中的实用器物， 出土的同时
代的实用石刀都是无孔或是单孔、 双
孔， 而无7孔的。 由此可以看出， “7
孔刀” 是作为某种有象征意义的物品
随葬墓主人的。

有专家分析， 这里的 “7” 与死亡
概念有关， 是古人迷信 “7” 的反映。
有人认为， 在刀上打7个孔， 缘于对北
斗星的崇拜 。 北斗星由7颗星组成 ，
连起来看如舀酒的斗， 因处天际正北
方故名， 被古代天文学家划为 “紫薇
垣”。

古人常以星象变化来预测人事吉
凶， 认为 “紫薇垣” 对应的是人间帝
王， 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帝王死后会
“升天” 于此。 明朝帝王死后其尸体被
侧摆成七星状， 便是北斗七星崇拜观
念的反映。

然而， 北斗星崇拜观念在新石器
时代有吗？ 而且， 为何7孔刀上的7个
孔多直线排列而并非北斗7星的造型？
“7孔刀” 之谜， 至今未解。

摘自 《北京晚报》

“正月初七”、 “七夕节”、 人死后 “做七” ……这些日子都和数字
“7” 有关， “7” 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 其实作为数字本身而言， “7”
的功能与其他数字并无不同， 可是从民俗学上来看， 古人眼里的 “7”
则往往是一个特殊数字……

古古人人为为何何迷迷信信
数字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