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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在描述“我的理想
家庭”时，除了要有七间房、有院
子，有一妻一儿一女，还说：“屋
中至少有一只花猫。”而我，在欢
喜到家之前，从不认为自己是一
个可以养宠物的人，尤其是猫狗
这类散养的“大型”宠物。那时，
我会像杨绛先生一样笃定地说：

“我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
是的，我怕猫怕狗，自从小

时候有一次被狗追的经历，见了
狗便自觉地与它拉开距离，仿佛
自己在狗眼里是一块诱惑力十
足的肉骨头。而对于猫，我也只
敢以比这种公认为高冷的动物
更高冷的姿态远远地瞥一眼而
已。

世事难料，谁知道人这一生
中会遇上什么。反正，现在的我
不仅养了猫，而且还是两只。

今年端午节，我和儿子驱车
从西四环前往燕郊，为了去带回

一只猫。
一 路 颠

簸 ，到 达 燕
郊前赵村胜
男家时已近
中午。胜男
不在家，她
爸出来迎我
们。其实我
们也不认识

胜男，她是我
外甥女的同学

的同事，她家猫
咪 coco 春天生

了一窝小猫，而我们，正好
需要养一只猫。

我们提着猫笼进了院子，只
见一个黑灰色的影子倏忽而
过。胜男爸说，都藏起来了。我
们进屋坐下不一会儿，他拎着一
黑一黄两个小东西进来，“精着
呢！这两只跑得慢点儿。”说着，
他把两只小猫塞进笼子。它俩
奶声奶气地叫着，挣扎着四腿乱
蹬。“两个一块拿走，省得它们孤
单，等养熟了再送走一只。”胜男
爸说着，找出一袋妙鲜包递给
我，并特意叮嘱，它们爱吃三文
鱼味儿的。

就这样，我们有了两只猫。
我给黑白色的一只取名叫欢，黄
白色的那只取名为喜。当时并
不清楚男女雌雄，也不知道从来
没有爱抚或捉弄过猫的我，在未
来的日子里如何与之相处。

有猫的生活从本质上说，就

是在原有的五味杂陈中增加了猫
屎味儿。因为欢喜双猫在我家的
第一夜确是以一泡便便拉开了人
与猫相互理解的序幕。

那夜，我们把两只小猫留在
客厅，网购的猫砂还没到，放了
个塑料盆在客厅中央。那夜，不
连贯的梦总是被又尖又细的猫
叫声刺破，以至于我数次起身打
开卧室门查看情况。再次躺下
没几分钟，又一次被此起彼落的

“喵喵”声催逼出卧室。只见第
一次离开母亲的两只小猫边叫
边在客厅沙发、电脑桌之间迷茫
地上蹿下跳，看我出来，黑猫小
欢立在蓝色的真皮沙发上，叫声
从“喵喵”变成“嗷嗷”，印象中它
当时抬起了前爪，做出与人争辩
的姿势。我哪里听得懂，只感到
头皮发麻。它终于放弃沟通，将
几小团污物遗落在皮沙发上，然
后奔逃上了旁边的电脑桌。强
忍住愤然、恐惧、恶心以及无法
描述的复杂心情，我默默清理
着，一边自我审问：是不是自己
天生不适合养宠物？一边盘算
着，如何把这两个小东西脱手。

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的“饭
友”总是乐此不疲地谈起他们的
猫猫狗狗，那时，我也会心有所
动，但一听到必须处理便溺等难
堪之事就打了退堂鼓。还有，我
是受不了宠物上床的。那时，我
还无法理解人类与宠物的亲昵
行为。

我跟“猫妈”文说起沉痛的

养猫初夜，她说：“哎呀，你应该
在盆里撕点碎报纸，它就知道那
是厕所了。”其实，猫是很爱干净
的。第二天下午，猫砂和猫砂盆
都到货了，我整理好了猫厕所摆
在客厅靠近门口的地方，躲在沙
发后边的小欢小喜睡醒了，但见
黑猫小欢护送着橘猫小喜，施施
然走近了猫砂盆⋯⋯

爱猫的村上春树认为，猫可
以给人带来小而切实的幸福感。
在苦杯总是多于甘美的现实里，
看小猫睡觉，看小猫追逐，甚至看
小猫吃猫粮、上厕所，都能深深浅
浅地体会到他所说的这种细微却
真实的小幸福。

民间有种说法，“十个橘猫
九个胖”。果真，我家的橘猫小
喜两个多月时就胖墩墩的，小
欢则显得瘦小，一副没发育的小
男孩模样。小喜眼神柔媚，身
体摸上去软乎乎的；小欢眼睛
溜圆，表情认真，摸上去硬邦
邦的。就靠这种直觉，我们辨
别出了欢先生和喜小姐。它俩
总是成双成对，睡觉时，姿势
也是对称的，有时头对头蜷缩
成两个大“C”，有时缩起来的
身体相互“咬合”呈太极图的
形状。如果有人从冰箱取出食
物走进厨房被它俩看见，它们
就会乖乖地双双静卧在厨房门
外等待，那尖尖耳朵、缩着肩
膀的两个小背影无端惹人怜
爱。等你端着处理好的食物推
门出来，它俩双双把小脸迎向

你，同时张嘴说“喵”，那时的
“喵”声嗲嗲的，完全是两个撒
娇的小孩。

起初，我是不敢触碰它们
的。如果它们去了我认为不该
去的地方，比如我的卧室，我
就用一支激光笔逗引它们出来。

8月，家人外出旅游，只剩
我一个人在家。每天下班打开
房门，一股温暖的猫屎味混在
空气中迎接我。那个阶段，两
只小猫开始从餐桌跳上冰箱顶
部；我则进步到可以用一块毛
巾裹住它们的腰，把它们从不
该去的地方扔出来。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
尔夫曾经说：“猫总是会跑到一
个好人的身边。”对这个推论的
正确性显然难以做出判断，但爱
猫的人无疑是善良且有趣的，例
如丰子恺，其人其画其文，总是
那么妙趣横生、浑然天真。他写
过不少关于猫的文章，得出如下
结论：“猫的可爱，可说是群众意
见。猫的确能化岑寂为热闹，变
枯燥为生趣，转懊恼为欢笑；能
助人亲善，教人团结。即使不捕
老鼠，也有功于人生。”

养猫半年，欢先生和喜小
姐把爪子伸进我的生活，打碎
了两个玻璃花瓶，抓烂了转椅
靠背的皮革，却也治疗了我作
为人类的分别心。我呢，一边
温柔地抚摸着它们的身体，一
边奋力捕捉着那条叫作“欢
喜”的鱼。

家有欢喜
王珺

母亲闲不住，在河边开了巴掌大的一块
地，种了一垄红薯。按她老人家骄傲的说
法，还有两“树”茄子，三株“辣椒树”。
一朝一夕侍弄这些东西，恐怕它们全部的产
出还不够两碟子，也就是打发时光罢了。但
母亲却因此理直气壮地添了些农用的家什，
锄头、铲子、小锹，我也听任她去折腾，懒
得理会。好玩的事儿在后头，母亲种她的
地，却有了额外的收获，她在河边的竹林里
居然带回来一只乌龟。我认识那是只再平常
不过的草龟，俗名叫臭乌龟，可是母亲说乌
龟吉祥，且坚信这一只有灵性，既然有缘相
见，当然要好好养着它，最起码也要过了冬
再放回去。

我家里已经养了一只乌龟了。孩子按照
老师的吩咐，说是要建什么生态园，可把父
母亲高兴坏了。两个老人在河边耗了半天，
满脸是泥，终于捉来一只泥鳅、一只田螺。
泥鳅是天生的弱视，落在他们手里，只能怪
自己“瞎了眼”。田螺呢，大白天不好变作
姑娘飞走，也只能自认倒霉。两个老的，一
个小的，为此乐呵了半天，孩子终究嫌这

“战利品”太小，又从我手里敲诈点银子，
好歹再买来一只中华花龟。

两老一小养两只乌龟，却是要分出个优
劣来，争执起来，认真得不行，有时候也不
免会吵架。我因此也就做了只战争中的“蝙
蝠”，背着那个说这个的好话，言不由衷，
敷衍了事。其实我心里有个谱：我讨厌这两
只王八。话又说过来，草龟的表现真是很

“灵性”。平常它睡在母亲的靠椅下面，一动
也不动，到了周六，它就会爬出来看母亲，
这野东西似乎真的通人性，饿了会招呼。母
亲一周喂它吃一次瘦肉条或是鸭肠，闲了，
母亲还会去挖蚯蚓给它吃。冷冻过的肉条它
是不吃的，还非得去割新鲜的，你要是拿在
它面前，它还会偏过头去。母亲有一次非逼
它吃，它受尽委屈，最后还是吃了，可是第
二天就拉稀，把母亲心疼坏了。这宝贝疙
瘩，倒也有意思的紧。

家里还养蚕，这是父亲的最爱。起先是
两只，后来长大，产仔，一个春夏要孵化三
代，最后好几百条，用完了我的衬衣盒子。
可怜父亲一对老花眼，孵化后的头一周，他
要把这些牙刷丝一般大的家伙从桑叶里找出
来，不停地换干净的盒子，费了好大的劲。
他生怕遗漏了一个，挑了一遍又一遍，又从
扔掉的桑叶里找一遍，一定要数清楚，把数
凑齐。这真是可怜，后来把我的放大镜也用
上了。到底是老了，老眼昏花，记性又不
好，往往数来数去就忘了，可叫个苦！没办
法，只要我回来，他就要我帮他数。我也数
得眼都大，往往数着数着，恨不得连桑叶一
块，把它们揉成一团，放在嘴巴里嚼吃了才
好。可是我不敢生气，还得装着一副热爱的
模样。

孩子不是省油的灯，又养了只鸭子，给
它取的女性名倒是挺好听：小茜。可是我一
看它屁股上三根抽出来的硬羽，就知道它是
只小公鸭。我哪里能分辩得过他们这帮人，
他们说是男的就男的，女的就女的吧。每天
早上，孩子是要带它出门的，转一圈回

来，放学了也是这样。这小公鸭也真会
卖宠，还真跟孩子亲，跟谁它都不走，
就跟着孩子走，摇摇摆摆的，把院子里

的一帮人羡慕死，都要跟着去买一只来
养。小茜上楼梯时，还要撒娇，它明明会跳
上去，还非得要孩子把它提上去。我明明见
楼道下的猫跑过来“慰问”它，它一跳就上
了楼梯的。但它怕见我，我坐在客厅里时，
它就“噼篼，噼篼”，飞快地从我面前跑
过，跑到阳台上去。我要是不在，它就会从
阳台上踱过来，到处逛，在我地板上“恩
赐”几泡碧绿的鸭屎。这哪里是家？简直是
一个养殖场。

这些天安静了许多。乌龟埋在石头堆里
冬眠，泥鳅和田螺水土不服，早“结账”
了。至于本年的第三代蚕，还在蚕茧里面。
只有小茜这家伙，一天活得比一天精神，我
暗藏一只猫的心思，当然我不是想吃它，我
是想把它弄得远远的。自从今天中午孩子趁
我不在，把它放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按键游戏
后，我就恨了它。它是个直屁眼，拉了我一
键盘屎，我现在写这文时也是恨恨的，牙痒
痒的。这味道，还真像我小时候的乡土味
儿。

（津渡，70 后诗人、散文家，著有诗集
《山隅集》，散文集《鸟的光阴》等）

我有嘉宾
津渡

嘀嘀这家伙又跑了！中午
回家遛了一趟狗，进楼门见大
厅里没人，我鬼使神差地把狗
链子解开了，没想到就在电梯
门开启的一刹那，嘀嘀扭头就
跑。我急忙追出去，它已经逃
之夭夭。良在电话里安慰我
说，没事，等你下班它肯定在楼
下等你呢。

嘀嘀是我们收养的第二条
狗，貌似是比格鲁和某种小型
犬的“串儿”。来我家之前，它
整天在草丛里玩，有时还满大
街跑。它刚出生就被开烟店的
老头儿领养，给他的小孙子当
玩具，孙子回老家上学，把小狗
留给了老头儿。夜里主人不让
它进屋，它站在门口哼哼一阵
儿，回头就在草丛里刨个窝睡
觉。烟店旁边是烤鱼店，吃饭
的人从锅里随便夹块东西就扔
给它，掉在地上的饭菜更是它
的美味。因为乱吃东西，嘀嘀
发育得非常糟糕，长了两条罗
圈腿，牙齿稀疏，咬不住东西。

我们每天路过烟店，眼看
一身白毛憨头憨脑的嘀嘀就这
样一天天长大，良动了恻隐之
心。然而，那时我们已经收养
了一条小流浪狗，取名嘎嘎。
我们租住在小小的一居室里，
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再养一只
宠物，只好把同情心控制在碰
到嘀嘀时停下来逗逗它的状

态。直到偶然听人说，烟店老
头儿想把它送走，良有点沉不
住气了。于是，有一天中午，我
找到那个老头，花了150元把
嘀嘀抱回家。

嘀嘀来到我们家时有四五
个月大了，它很快融入我们的
生活，和嘎嘎也成了好朋友。
带它路过烟店，它从来没有停
下过，对过去的主人一点也不
留恋。不过，它毕竟是在草丛
里长大的，对户外的青草有一
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它享受在
家被人宠爱的感觉，也热爱那
承载了它童年欢乐的草地。据
说狗的鼻子能闻到上百种不同
的气味，窗外的风送来草地的
气息，鼓舞着它对自由的向往，
散步时它本能地扯着链子，要
跑到路边的草丛里去。站在草
地里，如果有风吹过来，它就耸
起鼻子，嗅啊嗅啊，像要把风里
传播的信息全都吸进去。看它
如此痴心，我总是于心不忍，只
好解开它的链子，让它和嘎嘎
在草地上嬉戏。然而，它时常
得意忘形，在我眼皮下面嬉闹
一阵后，突然撒腿就跑，一眨眼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嘀嘀在外面玩够了，就会
沾着一身泥巴回家，到家后先
喝半盆水，然后倒头就睡。每
次它逃跑，任你跑断腿喊破喉
咙，也找不到它。刚开始，它跑

了我们还去找，后来见它每次
逃跑都会回家，也就放松了戒
备。良总是批评我不该解了它
的链子，我也深知这样做是不
对的，但是嘀嘀实在是一条特
别的狗，我只能这样搪塞良。

然而，那天下午嘀嘀并没
有回家。下班后，我在小区里
又找了一个遍，一无所获。晚
上我们到物业监控室，在那里
翻了很长时间的录像，终于看
到一个镜头：嘀嘀像一个白色
的魅影，从小区的后门蹿出去
了。

嘀嘀失踪的那天，刚过元
旦不久。我们曾经推算它是4
月出生的，它陪伴了我们两年
半的时间，在快满三岁的时候
竟然不辞而别了。

之后的每天我们都在找嘀
嘀。晚上，顶着寒风，良一遍一
遍地叫着它的名字，嘀嘀，嘀
嘀，我听得心里那个难受啊。
然而，几乎各个角落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它的下落。

双鱼座的良有无穷的爱
心。嘀嘀刚来我们家，身上有
跳蚤，她坚持用药给治好了。
接着开始闹皮肤病，肚皮下大
片大片的烂疮，她不嫌脏，每天
按时给它清理上药。直到后来
做了绝育手术，那病才彻底根
治。

嘀嘀不在的日子，家里真

的很安静，快递敲门不再听到
它的叫声，吃饭的时候，也少了
一个期盼的眼神望着你。因为
嘀嘀不在的缘故，嘎嘎似乎也
揣了心事，没有以前那么活泼
了。工作很累，照顾孩子很累，
生活一如既往地辛苦，但没有
嘀嘀，生活似乎真少了点什么。

折腾了近一个月，我们渐
渐冷静下来。可能嘀嘀真的不
会回来了，我们转而为它祈祷，
希望有人能把它捡回去，给它
一个好的归宿。

一天中午，有人敲门。良
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陌生的
大姐。良正纳闷，突然感觉脚
下有个东西使劲蹭着往屋里
钻，她低头一看，尖叫起来：“是
嘀嘀，竟然是嘀嘀！”它急切而
贪婪地嗅着从门口涌出的家的
气味，听到良叫它的名字，它的
目光仿佛一下变亮了，咧开大
嘴，剧烈地摇着尾巴。

“看来大路终于找到家
啦！”大姐开心地说。

原来，那天嘀嘀跑到了大
路上。莲石路车来车往，嘀嘀
想穿过马路，结果被车撞了。
大姐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在路
中间挣扎。好心的大姐生怕它
再被车撞了，急忙冲到路中间
把它救起。大姐家住门头沟，
因为有事急着回家，就把它带
到了门头沟。大姐喜欢动物，

家里有猫有狗。她找了一家
宠物医院，把嘀嘀的腿给接
上，还打了石膏。看它蛮可爱，
大姐准备收养它。因此，从那
天起，嘀嘀有了一个新名字：大
路。

可是，大路不答应啊。自
从它能挣扎着站起来，它就不
配合了。不好好吃饭，不安心
睡觉。没完没了地叫，一次又
一次地想破门而出。大路明
显比刚来的时候瘦了，它这样
折腾下去可不行。大路脖子上
套着项圈，又做了绝育。有人
提醒她，大路一定是有主的狗，
它想回家。可是，大路的家在
哪里呢？

大姐开着车，又回到捡大
路的地方，她本来希望可以问
问附近的人，或许这样可以找
到大路的家。车开到出事的地
方，她把大路抱下车，还没来得
及打听，大路撒腿就跑。大姐
只好跟在后面追。

穿过地下通道，又过了一
条马路，大路进了胡同，头也不
回，跛着腿只顾往前跑。所幸
它腿脚不灵便，要不大姐也追
不上它了。在胡同的尽头又是
一个地下通道，出了通道，往左
接着跑，没几步，进了一个小
门，大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
转身上了右边一栋楼的台阶。
门锁着。大姐也跟它上了台

阶。看来，大路对小区很熟悉。
正好有人出门，大路顺势

钻了进去，径直跑向楼梯。它
喘着粗气，猛嗅地面，不顾大姐
呼叫，一层一层地往上爬，一直
爬到11层才停下来。找到一
家门口，它停下来使劲儿嗅。

“大路，难道这就是你的家？”于
是，大姐敲响了这家的门。

门开了，大路回家了⋯⋯
大路回家的那天正好是年

三十。良的手机里存着大姐的
号码，姓名是“大路妈”，每逢过
年，她们都要互致问候。今年，
大路，不，我们的嘀嘀已经7岁
了。不过，对“大路”这个名字，
它似乎已经忘了，你叫它“大
路”，它可不会摇尾巴——或
者，它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被称
作“大路”。

“大路”回家
杨任

名家笔下 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
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 ——选自巴金《小狗包弟》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
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的净角出场⋯⋯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
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 ——选自丰子恺《白鹅》

呀，一只毛线球大小雪白的小猫！大概它有点怕，缩成个团儿，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一
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我情不自禁赶快把它捧在怀里，拿下巴爱抚地
蹭它毛茸茸的小脸，竟然对这朋友说：“太可爱了，把它送给我吧！” ——选自冯骥才《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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