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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狗”自喻传佳话

腊月里， 见许多人在网络里
怀念着从前的年味。 比如他们纷
纷倾诉， 从前城里乡下老食物的
浓香， 腊猪头肉、 红烧肘子、 咸
菜烧白， 当年春节时期密集而来
的高热食物， 还在岁月里蒸腾着
挥之不去的气息。

在这些令人沉醉一时陷入神
思恍惚的追忆里， 怀旧的众多面
孔， 在岁月悠悠转动的默片里被
打上了一束泛黄色追光， 于浸透
了烟熏火燎的老墙上得以浮现。

我想问一问， 在这些被怀旧
点燃的烛光里， 其中有多少是粉
饰、 冲淡了过去日子里曾经有过
的艰辛甚至是煎熬时刻。 一旦要
这些怀旧的人真正返回到从前那
贫寒清苦的年代， 他们真愿意抽
身而去吗？

想起当年春节， 我那一大家
子人喝一口大铁锅里炖的腊猪头
萝卜汤， 一直喝到汤都发馊了，
还舍不得倒掉。 一件过年的粗布
衣裳沾上了油渍 ， 会难过得掉
泪。 而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早
已经超越这些基本物质的享受
了 ， 但在怀旧的 “回光返照 ”
里， 为什么对那些旧年陈事依然
恋恋不舍？

我同一个从事民俗研究的大
学教授探讨这个问题， 教授沉吟
后这样说道，时间的重量，总是沉

淀后最重， 人心的温度， 往往是
在过去日子的灰烬重燃里捂热。

在文字里还常常看到漫天乡
愁袅绕， 这些大多回不到过去故
乡的人， 靠记忆里萤火虫扑闪出
的一点光亮， 在故土家园历经了
时光苍凉之水浸透后渐渐显影。

比如我对故乡的感情 ， 一
直是一种复杂的交织 。 我高考
落榜那年 ， 老家的好多乡民 ，
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 经
过我家门前时， 投来一丝丝不怀
好意的笑。 这让我敏感自尊的父
亲受到了伤害， 有次还同一个村
民发生了肢体冲突， 平时显得懦
弱的父亲， 甚至朝那村民挥舞起
了扁担。 原因是那村民小声嘀咕
了一句， 你家的娃啊， 就是种地
的命。

我母亲也责怪父亲， 埋怨他
之前到处吹嘘， 说我考上大学绝
对没问题。 我在城里高考前， 父
亲还兴冲冲回家， 准备提前杀了
年猪， 豪气地宴请村里干部与知
名人士吃喝一顿。 父亲一直是个
好面子的人 ， 他在城里机关上
班 ， 回乡耕作时还要挎上公文
包， 时不时给好奇的老乡们透露
一点 “内部消息”。 我母亲也是
一个软弱的人， 父亲不在家时，
我家农田里刚撒了肥料的秧田，
就被一个乡人悄悄放了缺口，肥

水流到了外人田。 还有我家的鸡
鸭， 溜到他人地里啄食时被投毒
了，有次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母亲
面对院坝里一堆被毒死的鸡鸭，
伤心地啜泣。

可是后来， 母亲随父亲进城
居住。 母亲常常站在阳台， 痴痴
地望着老家朦胧群山的方向。 每
次在城里看到老乡， 父亲和母亲
总是激动不已， 有天我还发现父
亲哆嗦着抱住一个老乡， 两人相
扶着去馆子里喝酒叙旧， 父亲的
第一句话就问那人：“老伙计，你
的痔疮好了么？ ” 那人连连点头
道：“好久没发了。 ”这个老乡， 就
是当年在地里投毒毒死了我家鸡
鸭的人。 一直以为父亲是个小心
眼， 通过这件事， 我发现他是很
大度宽容的。

父亲也常爱同我在一起怀
旧， 尤其是对老家的追忆， 在这
种追忆里， 父子俩在内心里完成
了对故土一山一坡一草一木一粥
一饭的重组重构。 所以在我的文
字里， 也有着对故土家园的深沉
怀念， 让我飘渺的乡愁， 总得有
一个落地的地方。

我们的人生， 总是在这样的
怀旧里再次前行， 抖落过去岁月
蒙上的烟尘， 让静止的时空缓缓
归来， 它因为被镀上了一层回忆
的光芒， 或者是被时光之水软化
了昔日的坚硬粗糙， 从而洋溢着
一种安抚现实焦虑的温软与温
暖， 充满了一种理解后放下的慈
悲 ， 在这样速成又速朽的时光
里， 吮取内心里的暖。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狗的名
声不太好， 往往把它同贬义连在
一起 ， 如 “走狗 ” “哈巴狗 ”
“狗腿子” “落水狗” “狗急跳
墙” “狗改不了吃屎” 等等， 不
胜枚举。 然而， 古今一些名人对
狗存着情有独钟的好感， 视如生
活中的亲密伙伴。 甚至对人谦称
自己的儿子为 “犬子”； 谦称儿
媳妇为 “犬妇”； 谦称自己的年
龄为 “犬马之齿”； 为主人服务
称 “效犬马之劳” 等等。 不少名
人甚至标新立异， 偏以狗自喻，
留下许多传世佳话。

清代 “扬州八怪” 之一的画
家郑板桥， 极其崇拜明代书画家
徐渭 （号青藤道士）， 他平时尤
喜研究和借鉴徐渭的诗 、 文 、
书、 画之长处， 曾不惜以五十金
换他画的一枝石榴， 还特意刻了
一枚 “青藤门下走狗” 的印章，
盖在自己的作品上， 表示对徐渭
的折服， 乐意当他门下的忠实走
狗。 “门下走狗” 既意味着对前
辈的尊敬， 也有自谦的用意。 清
代书画家童钰也十分推崇徐渭，
他在一首 《题青藤小像》 的诗中
赞美这种敬贤的走狗： “抵死目

中无七子 ， 岂知身后得中郎 ？
尚 有 一灯传郑燮 ， 甘心走狗列
门墙。”

著名画家齐白石作画很重视
博采百家之长， 对徐渭、 朱耷、
吴昌硕等画家的绘画技法极力效
法， 他在 《老萍诗草》 中表示甘
为这三位画家的 “走狗”： “青
藤雪个远凡胎 ， 缶老衰年别有
才。 我欲九原为走狗， 三家门下
转轮来。” 诗中的 “青藤” 指的
是徐渭， “雪个” 指朱耷， “缶
老” 指的就是吴昌硕。 由于齐白
石认真学习画界先辈的绘画技
艺， 不断推陈创新， 创造了自己
卓尔不群的艺术风格。

现代革命家、 文学家瞿秋白
与鲁迅有深厚情谊。 有一次， 瞿
秋白写一张纸条给鲁迅 ， 署名
“犬耕”。 后来鲁迅问他： “你为
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他自谦说：
“搞政治， 我实在不会搞。 我搞
政治， 就像狗耕田！”

文坛巨匠郭沫若在他的 《天
狗》 诗中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放声
唱吟：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
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
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
来吞了 。 ” 显然 ， 这条自诩的
“天狗”， 所要吞噬的是他所痛恨
的那些腐朽、 封建的旧事物， 这
条 “天狗” 无疑是正义之狗。

当年，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
伯校长也曾经把自己喻为 “一只
老狗”。 那是1938年冬， 马先生
目睹日寇在中国无恶不作， 日本
飞机对桂林进行狂轰滥炸， 老迈
年高的他义愤填膺。 1939年4月6

日是马相伯百龄大庆， 中共中央
尊他为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重庆、 桂林各界都为他举行遥祝
百龄大会。 同年10月底， 马老病
危， 胡愈之代表桂林文化界人士
前往探望， 马老弥留之际仍心忧
国难 ， 他对胡愈之沉痛地说 ：
“我是一只老狗， 只会叫， 叫了
一百年 ， 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
诤诤之言袒露出这只 “老狗” 的
爱国情怀。

古今这些自谦自喻的特殊
“名狗”， 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思想品质， 道德风范令人
肃然起敬。

■工友情怀

□□刘刘海海洋洋 文文//图图

【情怀】15副刊２０18年 2月 13日·星期二│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刘芳│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家 燕
那天火车上的我坐在靠窗的

位置， 将要进站的时候火车速度
慢慢降了下来， 食指却不由地挨
近窗玻璃， 它匆匆划过窗外的田
野和山岗。 恍然间产生像是家燕
飞过远方的错觉， 我下意识的指
间增大力度， 想要按摩它有力的
臂膀， 我想， 它肯定很劳累。

北国冬天的寒冷使得燕子离
乡背井去南方过冬， 等到春暖花
开的时节再由南方返回本乡本土
生儿育女、 安居乐业。 这是百度
百科中关于家燕的一段介绍。 如
果除去过冬的原因， 它们为何要
迢迢千里飞往南方？ 我想， 大概
是为了觅食， 那就是讨生活的意
思。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
常百姓家”， 在北方农村的屋檐
下， 倘若你稍加观察便可以看到
它们的巢。 那层层叠叠的泥团状
的颗粒错落有致地排布在一起，
若是定睛一看， 隐约还能看到麦
秸秆的存在。 这便是家燕的家，
每当清晨五六点它们从此处出
发， 开始一天的活动， 或于田野
上空自由高飞， 或于河湖水面一
闪而过， 好不快哉。

我家老宅的屋檐下便有几
只如此的邻居， 蓝黑色带有金
属光泽的外衣， 腹部是白色， 尾
巴分叉成剪刀状 ， 每日飞进飞
出、 呢喃婉转， 这让幼时的我甚
是喜爱。

时间远去 ， 老宅换了新颜 ，
燕窝被毁， 它们也不知所踪。 我
呢？ 对它们应该是思念的， 而这

种思念， 工作之后竟尤为显著，
笼在心头隐隐作痛。 难道我们也
是这种家燕？

我在中铁建工装饰有限公
司 工 作 ， 身边 的 人 ， 我 的 同
学 、 同事 、 朋友大多都跟我从
事的行业相同。 借用 《为人民服
务》 中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
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来了”。 我曾对一位丈
夫与妻子通话时遭受埋怨诉苦后
露出的尴尬笑容而感到同情， 但
我更加为那位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而觉得伟大； 我曾对一位父亲他
与女儿视频中被问到何时回家时
莫名语塞而同感无奈， 但我更加
对那位父亲一丝不苟工作的背影
深感高大。

生活皆不易， 每个人都拥有
他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荣耀， 就像
每一只家燕在长途奔袭中都拥有
它与众不同的过去和秘密。

我想用我的双手去触碰， 哪
怕只是在他们肩膀上轻轻拍两
下， 至少我能传递给他们： 你们
不是一个人， 这里， 你们身旁还
有很多兄弟姐妹。 所以， 我们会
看到， 家燕远飞南方， 都是成群
结队。 所以， 你们会看到， 在每
一个项目部， 我们身旁都是兄弟
姐妹。

现在， 春天就要到了， 家燕
将又要结队启程回到北方的家，
自己的巢。 愿我们奋斗在一线的
建筑从业人员， 就犹如这家燕般
勇敢， 我们一齐结伴而行。

■图片故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