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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狗年说狗，也说猫
朱震鹤

后宅湖轶事
原先我家，确切地说是朱氏大家

族的老屋后面有个湖，我们都叫它“后

宅湖”。湖呈鸭蛋形，面积1亩左右，最

深处2米。听老人讲，这湖年代久远，

大约是我们祖先在明嘉靖年间由北方

迁居此建房时挖的，倚湖而居，为的是

蓄水排涝防盗。

原先后宅湖是与外界隔绝的，湖

东畔是一条官路，西畔是一条乡间小

道。路和湖畔之间有竹篱笆墙相隔。上

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的一把火把

整个村庄烧成灰烬，从此，后宅湖就彻

底袒露在世人面前。

在村庄被烧前几天的一个傍晚，

一个二十多岁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翻

篱笆墙进入我家后院。他姓黄，是河南

人，被抽壮丁入伍的，因厌战想逃跑，

不料被他的上司派人追踪到我家。大

叔父很同情他，急中生智让他口含一

根芦苇管潜入后宅湖，从而躲过一劫，

否则，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纪律，逃兵被

抓住是要枪毙的。三、四年后，这个黄

姓士兵不忘报恩，还特意带了礼品前

来感谢。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大家对后

宅湖严格遵循祖先“三不准（不准洗马

桶、不准淘米洗菜、不准洗衣服）”的规

定，所以湖水一直清极了，说如镜一点

也不为过。我几次亲眼看见东隔壁的

一个童养媳姐姐偷偷地以湖当镜子，

梳洗打扮。

后宅湖的三、四月，景色最美。湖

南北两畔每隔三、四米种一棵垂柳，浅

水处伴以芦苇，湖东南还有六七米占

方的看棵。春风吹来，垂柳变得婀娜多

姿、芦苇翠绿、看棵青香。湖面上，野菱

展开四肢向外扩展。清晨，东方发白，

晨雾弥漫，鲫鱼、白鱼、青鱼、川条鱼等

都浮出水面，嘴一张一合地发出“啪、

啪”的响声。

这时，我也喜欢来湖边凑热闹，站

在一棵最大的柳树旁，面对湖面，手捧

书本，朗读或背默课本，为上学作准

备。朗朗读书声和啪啪鱼鸣声组成了

一曲悦耳动听的交响乐。

七八月的后宅湖是充分彰显其功

能的最佳时机。1950 年夏季，台风肆

虐，一连几天又是大雨又是狂风，河水

猛涨，村上近三分之二的住房被淹在

水中，而我们八九户人家却安然无恙。

这要归功于后宅湖的蓄水排涝功能。

大人们都称赞祖先有远见，许愿祭祖

时要多烧几炷香，多烧些纸钱。当外江

水位猛降退下去时，大人开启后宅湖

通向外江的水沟闸门，以降后宅湖水

位，这时，那些不甘寂寞的鲫鱼趁机往

水沟外游。当时我8岁、弟弟7岁，有生

以来第一次见此情景，我们急忙从家

里取来鱼筛和竹篮，将鱼筛置在下游

水沟出口处，由我赤脚站在水沟里，由

上游处往下游赶，由弟弟守候在鱼筛

处，兄弟配合默契，那次我们共抓到了

3斤多鲫鱼，最大的一条有一斤重。

从我出生到 1985 年后宅湖因房

地产开发而被填没，前后我和她相处

了数十年。她天然是一个学习课堂，我

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划船、采菱、捉鱼

摸蟹，还学会了溜冰。

江河湖泊是大地的肺脉，一张一

缩，一呼一吸，具有调节气温、疏理旱

涝、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功能。我怀

念曾经的后宅湖。

旧时农家，多养狗和猫。狗看家护

院，猫逮老鼠，各司其职，如同家庭的

编外人员，和谐相处。

狗的忠诚，有口皆碑。大约我七岁

那年，我家养的那条狗，不知何故，被

人追杀，隔着一条河，那狗进进退退，

几度想跳过去，但河实在太宽，最后，

朝着我家宅院，狂吠不已倒下。至今想

起来，我还心痛。好友赵春华，去年底

到广州学生那里作客，学生在博物馆

工作，博物馆养了四条壮硕的狗，客人

进门，不停地嗅他的气味，以后几天，

只要他进门出门，它们便围着转个不

停，亲热无比，让人暖心暖肺。

猫也忠诚。但猫的忠诚似乎更体

现在工作上，家里只要有老鼠，哪怕只

是初露端倪或有点动静，猫便全神贯

注，屏声静气，弓腰驼背，锲而不舍几

小时乃至几天，不逮着决不罢休。故家

里养猫，鼠患基本绝迹。

猫的缺点，是有点自我，我行我

素，仗着工作好这优势，处事随性。十

二生肖，有狗，连蛇、鼠都入列，猫却没

有。

论身材、体态、毛色等等，猫其实

比狗好许多；猫的五官也精致，萌态、

媚态，皆可圈可点；个体卫生打理，猫

狗也不能同日而语。但如今新建的住

宅楼盘、排屋、豪宅，狗仍可登堂入室，

猫却很少再受青睐。科学家研究，狗的

大脑皮层有5.3亿个神经细胞，猫只有

2.5亿个，故狗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预

判能力，而猫没有。猫的智商、情商都

比狗低，聪明面孔笨肚肠。

当今社会，科技进步，狗看家护院

和猫逮老鼠，都属落后生产力了，但狗

知道转换服务功能，改善服务态度。狗

的品种也多，不像猫永远白猫、黑猫、

花猫三种。有种狗，体壮如牛，样貌凶

如虎狼，但只要牵着它的女孩一声呼

唤，或一个眼神，便俯首贴耳肝脑涂

地，让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极具征服

欲和成就感；有种狗，满脸皱纹，狗模

猪样，牵着它一路小跑左顾右盼地逗

趣，让过了半老底线的徐娘，还有频频

的回头率。然猫不行，明明抱残守缺，

墨守成规，却依然故我桀骜不驯，想拴

着它出去溜，门都没有，连驯兽师也做

不到。

如今大一点的住宅小区，都有主

要为狗服务的宠物店，狗粮精美不输

人类，医疗服务一条龙，洗澡起点收费

八十元……猫呢，冰火两重天！大部分

被丢弃成流浪猫。我家楼下也有一只

流浪猫，从体态、举止、毛色看，先前似

乎也出身大户人家，但如今靠翻垃圾

箱厨余垃圾度日，饥不择食，多厚的垃

圾袋都能被它撕开弄得一片狼藉。有

一晚间被我撞着，发现在不远处的一

个洞穴里，它竟也同狗一样，不声不响

婚恋生了一窝小猫，猫崽不嫌母贱，叫

得那般欢畅……

人老了，心就软。念及猫昔日的功

劳，于是饭前饭后我有意为它准备一

点食物。此事坚持了大约半年，小猫渐

渐长大。谁知时间长了，小区住户有意

见，认为流浪猫多了影响生活质量，建

议物业剿灭一部分。我当然反对，但寡

不敌众，形势严峻，只得采取应急措

施，中止喂食。这落魄之猫，生死存亡

关头，竟也有点灵性，从此，连同一窝

小猫，不见踪影。

我居住的这个小区，属高档楼盘，

四面环山，有山林之趣。傍晚，我常同

夫人一起散步，但只要有猫的动静，我

就走心：看看是不是我曾经喂养的那

猫，遗憾一次也没碰到，于是又担心被

剿灭了……夫人抱怨：“小时候，你心

疼那狗，如今，又怜悯这猫。赶上了盛

世咱享太平，你冤不冤呀！”

朱林兴

往事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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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的年夜饭
今年的年夜饭吃得真的早。

刚进入腊月，姐夫来电话，说是1

月 21 日星期天请我吃年夜饭。我说：

怎么这样早啊？他说几家人家凑在一

起吃，地点就在社区食堂里。我说倒是

近的，走个百来米就到了。他说图的就

是近，你就不用开车吧！

姐夫怕我忘了，20日傍晚又打来

电话，提醒我别忘了吃年夜饭这档事。

姐姐今年 84 岁了，身体尚健，就

是耳背，所以诸如打电话发通知之类

事，由 87 岁的姐夫代劳。而往年做年

夜饭，总是放在家里的，姐夫骑着电瓶

车满街采购食材，然后由姐姐烧煮，忙

得不亦乐乎。总因年事已高，有点力不

从心了，去年的年夜饭去了小镇上的

一家餐馆吃了。饭店平常就贵，一俟春

节，斩客的刀磨得更加锋利无比，这是

明摆着的。今年好了，年夜饭放在社区

食堂里吃，就近的亲戚抬腿便到，费用

上又省下不少钱，方便又实惠。

这个星期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

不想，定定地待在家中，直待到夜幕四

合。华灯初上，走出家门，进得食堂，我

的天，几十张桌子铺着塑料台布，三三

两两地坐了人，我四处张望，寻找姐夫

和姐姐，“兄弟，在这里呢！”是姐姐在

召唤我，一股暖流涌起。我循声走到了

亲情之中，两个外甥婿让我在他俩一

桌上落座，递过烟，又去饮水机处帮我

泡了茶，喝茶聊了片刻，客人慢慢到齐

了，食堂工作人员上菜啦。这时，我看

见同村的陈小玉走过来了，她朝前方

张望着，大概在寻找她家的亲戚们。我

当即就知道：她的爱人老管肯定也来

了，而我和他有些年头不见了，他在松

江任气象局长多年，我们只见过一次

面，今天一定要会会他！

菜肴很是丰盛，仅冷盘就有白切

羊肉、油爆河虾、黄瓜海蛰、腰果、白斩

鸡，还有银鳕鱼干煎等，热菜有红烧羊

肉、鳜鱼、甲鱼、酒香草头、蹄膀等等，

酒酿汤圆和八宝饭是我喜欢的甜点，

最爱那只红烧蹄膀了，皮烂肉酥，白花

花的肥肉入口即化，正合我的胃口啦！

我和同桌的亲戚推杯换盏，3 两

左右的五粮液下肚，真有了酒酣耳热

的感觉。我起身在众人中寻寻觅觅，看

见了阿华(老管局长的乳名)的身影，

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一见我也兴奋

得很，意外得很，我说总有十年不见了

吧？他说十年恐怕没有，七八年有的。

他告诉我：我在松江，你的文友王勉经

常提起你。这顿年夜饭让我与故知重

逢，又知道他乡的文友念着我，真好！

清代查慎行有诗：“从此剪刀闲一

月，闺中针线岁前多。”写的是农耕时

代再穷也要做一两件新衣过年。而今

沪郊尤其是我的故乡在城镇化进程加

快的大背景下，不少农民变成市民，集

中住进楼房别墅，还用自己织布做衣

吗？连年夜饭都不用自己操办了！看着

食堂里熙熙攘攘的众乡亲，温温暖暖

的乡情流淌着，哪有唐朝诗人朱鹄在

《除夕》诗中流露出“愁到晓鸡声绝后，

又将憔悴见春风”的愁苦之情状呀！

赵春华

昨朝的雪子，打在城市，簌簌作

响，望去倒更似春日毛毛雨的意思，或

者夏日小小虫儿追着暮色，星星点点

“飞入芦花都不见”。

一夜过后，成了点气候。白，单薄

笼着半个世界，阴郁着。大了点的雪

子，躲在帽兜，攀上肩领，抱住鞋沿，溜

进了地铁，东瞧西看，张扬着。

惨白日光灯下，奔波的人们长衣

及膝，面无表情。我问：黑衣肃杀的，不

怕么？它们并不回答，只伸展了身体，

融在了暖里。

雪花疑惑人们为什么撑伞，我也

是。我走进黄昏，它们疼着砸向我，转

瞬嘀嗒嘀嗒洗起了我的脸，三五步之

后，我们一起懂了。

南方的雪啊——雪子、雪夹着雨

和雪花，都耐不住温度的洗礼，但依然

坚持着，积聚。

街头巷尾，印满了图案。脚印层

叠，踏拖出长长的两道。车辙胎痕，纵

横交错。或诡异或童趣的雪人们，堆在

空地草丛。即兴的涂鸦，开满车身。灌

木丛戴上了头花，笑仰着；着了新装的

树枝抑制不住兴奋，微晃着。流浪的猫

狗们蹦跳，一只斗牛趴在姑娘的肩头，

却不肯参与，发出低哼声，警惕着变化

了的世界。

草地上传来连续嗲音撒娇：“真白

呀！真白呀！”单调的重复，奔跑，是个

男孩子忍不下的感叹，旁边的女孩子

嫌弃，只红着脸看他。

一群青年四下疾走，收集雪花，正

在停车场堆一尊高大的雪人，叫嚷着

拍照收费。

行人正在通话，大概在分享着雪

讯，酒馆的人们收到了讯息，开怀大笑

了起来。

这情绪感染了一个孩童，他还不

能清楚表达热爱，只好高昂唱起了《大

中国》，引得拾荒人侧目。他可知道《采

薇》，接着念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有情侣突然歇斯底里。女的不停

转圈哭喊，声嘶力竭，买到的牛奶，斜

倒在地上。男的蹲着咒骂，疲态尽显，

脚边散落着两只小小的绿色的碗。因

不懂他们的乡音，拼搏的夜归人，绕开

了，而雪不躲。它们纷纷上前，拥住了

两个人，倾听他们关于生活的诉说，裹

挟着他们的艰辛，坚持着，一片，一片，

落了地。

嚷着“拍照一次，收费五元”的小

伙子们不见了，只留下雪人，覆盖一层

又一层的故事。我听雪讲完所有的故

事，湿透了鞋子。我想了想，抱起一个

大雪球，当作礼物，回家去。

雪时
孙洁

微童话（二篇）

小猫钓鱼
春天。小猫到河边钓鱼。鱼说：“我

太小了，等我长大一点，你再来钓

吧。”夏天。小猫到河边钓鱼。鱼说：

“我太瘦了，等我长胖一点，你再来钓

吧。”秋天。小猫到河边钓鱼。鱼长大

了。鱼长胖了。鱼以为小猫钓不动它

了，不知道小猫和鱼一样长大了。小猫

麻利地钓走了鱼。

蝴蝶博物馆
蝴蝶博物馆里关着许多蝴蝶。它

们是被人绑架来的。白天我在蝴蝶博

物馆里躲了起来。夜晚的蝴蝶博物馆

里静极了，蝴蝶的鼾声像针掉地那么

细。它们在做梦。我带来几只蜜蜂。我

放飞蜜蜂。蜜蜂蜇破蝴蝶的梦境，结着

蛛网的梦境。蝴蝶惊醒了，张开翅膀飞

离了蝴蝶博物馆。

戴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