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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川端康成说回陆小曼
———关于日记改动问题致止庵先生

陈学勇

止庵兄：

自那次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一聚，

暌违有年。 你忙， 建树日多。 尽管我

稍有闲暇， 总归不宜无事相扰。 不过，

疏于音问而未失却惦念， 每寓目兄文

字， 必读来兴味盎然。

暑前偶然从网上见到大作 《从陆

小曼说到川端康成 》， 这才知晓 ， 拙

文 《陆小曼何故如此》 刊后， 兄对如

何看待日记改动的问题颇存异议。 承

蒙宽宥， 大作只点拙文篇目而隐了署

名 。 兄异议发于 2015 年 ， 已经过去

数年， 旧事本该一笑置之。 被文友鼓

动， 说这个题目还挺有意思， 那就再

谈谈吧。

大作说到川端康成， 他编 “全集”

时重读往昔日记， 读后付之一炬。 作

家焚毁自己文字， 当然有他的缘由和

权利， 读者应该理解， 亦当予以尊重，

纵然会十分惋惜。 销毁日记的何止川

端康成一人， 中外皆不乏其例。 诚如

兄所感叹， 陆小曼 “假如早早把日记

烧了， 反倒不会受这一通指责”。 偏偏

这位才女并未仿效川端康成 ， 反之 ，

非但没有销毁日记， 更经一番精心整

理， 公之于众了。 而且刊印稿较之原

件作了大量改动： 有删， 有改， 有添；

而且大段地添写 ， 整 “日 ” 地添写 ，

这和川端康成的付丙， 便完全两码事。

莫说付丙， 只要不公开出版， 哪怕外

人见过秘件， 总归无由置喙。 事情是，

既然面世， 就不同于深藏心底或箧底，

它已然属社会存在 ， 归为天下公器 。

既成公器， 世人评评点点， 乃情理中

事。 读者， 尤其是学者， 知晓日记改

动， 岂能视而无睹。 以陆小曼特殊身

份， 研究徐志摩以至研究与他相关的

人物 ， 无不视陆的日记为重要史料 ，

每加引证。 她这一改， 自然给学界造

成误导 ， 添了乱 。 有些研究中疑点 ，

据她日记原文本不难释疑， 却因一番

改动倒愈加地迷离。 学人为明示真相，

出版了 《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 提供

对照， 实在不为无事生非。

陆小曼日记 “墨迹 ” 本的出版 ，

兄不以为意， 尤不赞成与改动了的出

版本校读。 出发点似在大文第一段的

开宗明义： “议论别人时， 也是将心

比心， 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来供外

人去谈 。 此之谓己所不欲 ， 勿施于

人。” 兄大概忽略了， 陆小曼公开日记

纯然出于自愿， 并无外界压力。 陆小

曼生前还有若干文字可能没有 “拿出

来”， 自然不会有人强求她公开。 既然

“拿出来” 了， 并作如此大的改动， 那

么校读一番， 乃学人分内本职， 无涉

强施于人。 不然， 学术岂不多余。 若

说将心比心， 既要比之陆小曼， 也不

能无顾学人 。 一方掩饰歪曲了史实 ，

一方复原真相， 双方水火， 必欲择其

一， 该比哪一方之心呢？

大文引证郑板桥、 钱锺书、 张爱

玲诸位， 他们都不愿别人钩沉辑佚自

己的作品， 这同样不能和陆小曼日记

一概而论。 他们的诗歌、 小说， 属不

受真人真事约束的创作文字， 不仅内

容允许虚构 （小说尤需虚构）， 为求艺

术完美 ， 文字 、 情节大可一改再改 ，

此为通识。 日记则不然， 此种文本所

以受人另眼相看， 正是读它之前有了

预设， 不是虚构， 不能虚构。 所有以

真实为前提的文体， 如书信、 报道等

等， 无不循此原则， 不容文学创作似

的事后修改以损其真实性。 因而我仍

固守愚见： “名人日记， 一经公诸社

会， 便具文献性， 影响深远， 出版者

应该自觉地负起历史责任感。” 兄对此

申言 ： “不太赞同一味强调文献性 、

历史责任感云云而不顾及人之常情。”

那么这话可否反过来说， 一味顾及人

之常情而忽略文献性 、 历史责任感 ，

不也有过么？ 兄进而问道， “出自自

家之手的文字 〔日记〕， 为什么不能修

订一下， 哪怕改得面目全非。” “面目

全非” 云云， 丝毫不顾日记的史料文

献性质， 或走了偏锋。 愿仅一时矫枉

的感愤而已， 不便较真解读它了。

作家成为研究对象， 成为公众人

物乃至历史人物， 他公开的文字就不

只是自己的事。 作家尽可任意地修改，

学者亦尽可研究他如何地改。 兄用力

甚勤的两位作家 ， 周作人和张爱玲 ，

哪一位幸免了他 （她） 生前忌惮的心

病。 拾遗辑佚， 甄别勘误， 乃学界常

事， 是研究作家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

类似史学的发掘文献， 说不上体谅与

否。 但愿发掘不要流于 “盗墓”， 旨在

“考古” 也。 若强求放弃此种正常学术

工作， 反有点儿 “强” 施于人吧。 兄

提倡， 于日记主人 “多少有一点体谅

与小心”， 这般仁爱心肠可敬可佩， 只

是须留意被误会成道德绑架学术。 做

人理当仁爱， 做学问则又当别论。 再

说， 作家需要学者仁爱， 学者也需要

自由的学术环境。 作家不愿全裸出镜，

难免遮遮掩掩； 学者求真， 势必探幽

寻秘， 唯恐不能把作家看个通体透明。

双方意愿对立， 缘自他们社会角色的

分别， 欲两边无碍， 无异矛与盾。 舍

作家意愿就学者本职， 或是理性的选

择。 其实谈不到选不选， 事实是作家

无奈学者， 无论是人为或人情， 都拦

不住的。

鲁迅 、 许广平鱼雁往来结集为

《两地书》， 付梓时鲁迅也改动了。 兄

援引文豪， 证明日记、 书信可以改动

仿佛非常有力。 鲁迅改得， 陆小曼改

不得么！ 不宜拿阿 Q 的逻辑说事。 两

者依旧未可同日而语， 陆小曼的改动，

多处、 大篇幅， 甚至整篇； 鲁迅修改

篇幅有限 ， 大体保存了原貌 。 何况 ，

“两地书” 往来到后期， 写信人已有日

后出版它的意思。 就此而言， 看作书

信体作品亦未尝不可， 有点近乎郁达

夫的 《日记九种》， 就包含了一点点改

动理由 。 兄于周作人研究硕果累累 ，

在你引述的 《周作人书信》 序里， 他

不回避对于 《两地书》 的微词。 在另

一处， 周作人话说得很重： “近又闻

（鲁迅） 将刊行情书集， 则几乎丧失理

性矣。” 八十年代海婴遵母嘱， 于许广

平身后出版了 《两地书》 原信 《鲁迅

景宋通信集》， 声明 “没有删去一封、

一段、 一字”， 连当年鲁迅手稿里的笔

误、 错字， 仍旧依误依错地排印。 许

氏母子精神委实令人崇敬。 无疑， 海

婴付梓的 “通信集”， 较之初版 《两地

书》， 更有助准确认识鲁迅夫妇。

为了替陆小曼改动日记进一步辩

解， 兄又言： “日记和书信即便原封

不动， 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

实。” 意思好像是， 它们本来未必绝对

真实， 改动改动何妨。 出于书写者种

种心态， 不很真实的日记、 书信确实

存在， 或言不由衷， 或所述有悖事情。

但不能因此就给改动开绿灯。 古人云，

“一之为甚， 其可再乎。” 何苦为史料

失真推波助澜。 说到底， 哪怕全部真

实的史料也不敢保证完全复原某段历

史本相。 问题在， 引证一则虚假史料，

必定相应背离真实更远了一步。 兄曾

经反感某部得到好评的传记作品， 指

其 “多半出于虚构 ”。 陆小曼改动日

记比之这部虚构的自传， 五十步与百

步耳。

兄素来十分注重史料， 致李君维

信透露， 你编印的 《知堂回想录》， 据

原稿校核香港先已出版的此著， 发现

港版 “删、 改有两三千处之多”， 一一

加以补正， 堪为出版物范例。 以兄在

学界声誉， 我担心尊作给那些肆意改

动日记、 书信的人鸣锣开道， 使他们

在失真路上有恃无恐 。 这不为多虑 。

由陆小曼改动日记， 联想到现代文学

史料的良莠不齐。 业已发表、 出版的

日记， 像陆小曼这么出格地删削、 改

动 、 添加 ， 毕竟少见 。 然而 ， 本人 、

亲属、 门生、 同道、 友好撰写的自传、

回忆录， 纪念文章， 这些纪实性文字，

因社会环境制约， 人际关系顾忌， 个

人情感左右， 文字有所避讳， 有所夸

大， 取舍失当， 其失真程度不难想象。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 多多少少的失

真， 订错补正， 去伪存真， 是一项现

代文学研究不可跳过的艰巨的学术工

程。 已见学人付出努力， 不久前出版

的 《近代日记书信丛考 》 （张伟著 ）

颇受欢迎。

至于陆小曼整理出版的日记似可

看作 “二度写作”， 二度便蕴含双重信

息。 捉摸它改写了什么， 何以这么改

写， 改写造成何种影响， 等等， 探索

这些问题， 定能别出成果。 那是一个

有意味话题， 留待另外讨论。

写得不短了 ， 打住 。 言不尽兴 ，

词不达意， 徒唤奈何。 祈不吝再予赐

教。 信奉兄数年前的邮箱， 已弃用此

邮箱的话， 不能达览， 抱憾之至。 顺

颂体著双祺！

弟 学勇 上 2019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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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1940 年出生 ， 我 1970 年出

生， 我们本来应该在今年的各自生日这

天分别过 80 岁、 50 岁生日， 但正月初

三日， 我们却一起做寿， 接受亲朋好友

的祝贺。 这是我老家福建省仙游县的一

个过年习俗， 五十岁起的逢十寿庆俗称

“做十 ”， 凡满 “十 ” 那年 ， 无论哪个

“十”， 不管何日出生， 一律在当年的正

月初三做寿。

这个习俗从我记事起就有。 在我儿

时的记忆里， 春节只有五天， 从初一到

初五， 这几天基本是吃喝玩乐， 大人不

怎么管的， 而最充实的一天就是初三。

因为这天， 要么是自家做寿， 要么给别

人家做寿， 一定有得忙。 做寿从凌晨两

三点就开始， 自家做寿可以早早起来看

热闹 ， 但我小时候家里只有奶奶做过

寿， 且由大人们操办， 轮不到我参与其

中， 所以没留下什么印象。 而自家不做

寿时， 就要给别人家祝寿。 大人们忙着

给亲戚祝寿， 去村里熟人家祝寿往往是

小孩的事情。 给熟人祝寿， 礼物有生的

线面、 生鸡蛋、 鞭炮、 红烛等， 一般装

在篮子里， 上面盖块红布。 因为我是家

中老大， 主要是我去，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与小伙伴结伴前往。 通常村里做寿

人家的大门口亮着灯， 还挂块红布， 非

常好认， 我们提着篮子一家家去祝寿，

只要到下一家之前把上一家的回礼收起

来就行。 回礼基本是糖果、 饼干和柑橘

之类， 但有的人家讲究， 会用其他替代

品， 或选择式样精致、 特别的， 让我们

感到惊喜和快乐。 记忆中， 一种包装简

单、 硬邦邦的糖果是不受人待见的， 大

家都不喜欢吃。

去熟人家祝寿时， 主人会热情地在

大门口迎接， 并给每人盛上一碗热腾腾

的米粉汤， 因为是一大早， 天又冷， 吃

点热的， 一方面可垫垫肚子， 另一方面

能暖和身子。 后来可能是觉得米粉汤不

好吃或不够档次 ， 流行用花生汤取代

之。 但无论是米粉汤还是花生汤， 都会

有吃剩的情况发生， 为避免浪费， 这些

吃剩的东西往往会被主人倒回锅里， 给

下一拨来客吃。 渐渐地， 大家觉得这样

不卫生 ， 去祝寿时都不吃主人家的东

西， 造成了既尴尬又浪费的情况。 后来

市面上出现了盒装和罐装饮料， 不知是

谁率先用它们做上述米粉汤或花生汤的

替代品， 大家觉得既简便卫生， 又免去

烧煮洗涮之麻烦， 遂逐渐将之当作回礼

的一种， 即在原来的糖果、 饼干和柑橘

之外， 再加上一盒或一听饮料。

如果说以上是我们村里祝寿习俗积

渐而成的变化的话， 那么我母亲又将之

大大推进了一步。 给熟人祝寿和亲戚祝

寿， 礼物是不一样的。 亲戚是指村里沾

亲带故的人， 主要是父亲的同族叔伯、

兄弟等。 给他们祝寿， 礼物是现煮两大

海碗线面， 每碗左右两边各卧着一个白

煮蛋， 其他地方则铺着几大块肥猪肉及

一些菜。 主人会收下其中一碗， 回礼也

是糖果、 饼干和柑橘等。 因为亲戚多，

主人会收到很多熟食， 没地方放不说，

吃不完也很容易变质， 不得不倒掉。 母

亲觉得这样很浪费， 但大家习以为常，

她也不好说什么 。 1989 年春节我父亲

做五十寿庆， 她以我爸吃素为借口， 事

先放出风声， 要求众亲戚送礼也与给熟

人祝寿一样送生的食品。 亲戚们照办之

后， 觉得不仅自己方便， 对主人更有多

种好处， 至少容易收存， 也不会造成浪

费 。 次年即有人效仿 ， 并很快推广开

来， 一直持续至今。 这不啻是移风易俗

之举， 我戏称母亲是 “改革家”。

今年春节， 父亲和我同时做寿， 应

该要收两份礼、 回两份礼的。 母亲曾电

话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说家里有老爸做

寿， 足可连我代表在内， 我不需要另搞

一套。 她尊重我的意见， 主要张罗我父

亲做寿事宜。 同时她又有了新主意， 因

为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回礼

已水涨船高， 除糖果、 饼干、 柑橘、 饮

料外， 再加一包高级香烟。 香烟是有害

健康的 ， 母亲决定除了有寓意的柑橘

外， 其他则改用现金。 考虑到各方面因

素， 她用于回礼的现金是人民币 50 元。

这个做法是否可行， 尚不得而知， 有待

来年的检验， 如果被村里人接受， 则她

又开风气之先了。 母亲识字不多， 是个

半文盲， 但她从简便易行、 勤俭节约的

角度出发 ， 与时俱进 ， 对旧俗做些变

通， 值得点赞。

对于家乡集中在年初三做寿的这种

习俗 ， 以前我以为全国其他地方都如

此， 慢慢才了解到是仙游特有的。 为什

么仙游会产生这样的习俗， 是怎样的因

缘， 从何时开始？ 没人告诉我， 我自己

也从未有疑问。 今年因为自己做寿， 我

才感到好奇 ， 特地去查了多种仙游县

志， 但基本只在风俗民情部分， 叙述了

比我上述所言略微全面 、 具体些的内

容 ， 并未深入追究其来历或背后的故

事。 我又在互联网上查了查， 看到有人

提供了两种说法： 一是北宋陈睦为祖母

到九鲤湖祈仙梦、 求仙泉治愈盲眼， 而

后阖村来贺。 为答谢乡邻， 陈睦将祖母

的九十寿辰、 叔父的七十寿辰、 自己的

五十寿辰放在初三日一起庆祝， 既答谢

了乡邻， 又全家同欢。 二是与明嘉靖四

十二年 （1563） 岁末倭寇围攻仙游县城

有关。 倭寇围城 50 余日， 大肆烧杀抢

掠， 涂炭生灵。 他们被戚继光率军击溃

后， 仙游百姓才陆续返回家园， 于次年

正月初二日或收殓亲人尸骨， 或去别人

家吊唁； 第二天则为幸存的老人庆贺劫

后余生， 后演变为祝寿日。

就我而言， 更相信后者。 因为如今

仙游县城还留有当年抗倭的古战场遗址

虎啸潭和 “十八战” “九战尾” “五百

洗” “无头岭” 等地名， 并且过年习俗

也与倭患有关， 如正月初二日旧称 “探

亡日”， 至今仍忌讳登门走亲访友； 初

五日要重新过年， 叫 “做大岁”， 过法

与初一相似。 所以， 初三作为祝寿日，

也应源自明代， 与倭寇侵扰有关。

嘉靖年间倭患严重， 东南沿海从浙

江到广东很多地方都深受其害， 但这个

创伤记忆似乎只深深地印刻在仙游人

的脑海中 ， 并被建构为社会记忆 ， 通

过岁序节俗代代相传 。 顾炎武曾说论

世须考风俗 ， 包括做寿在内的仙游过

年习俗虽然有些奇特 ， 但起着桥梁和

纽带作用 ， 活化并强化其特定的社会

记忆 ， 不仅形塑了仙游人的性格和价

值观念 ， 而且积淀为仙游地方独有的

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 。 一个地方有一

个地方的风俗 ， 只有去挖掘 、 探究 ，

才能发现历史， 丰富认知。

关于《李波小妹歌》
顾 农

北朝乐府中有一首 《李波小妹歌 》，

描写一位武艺高超的女强人道：

李波小妹字雍容， 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叠双。

妇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可知李波的妹妹李雍容非常厉害， 马术高

明， 左右开弓， 而且总是一箭双雕。 这样

厉害的女汉子可不敢碰到 ， 女人尚且如

此， 男子就更不能碰到了。 诗中没有具体

说男子是谁， 从第一句可以推知那应当就

是指她的哥哥李波。

李波兄妹都是何许人？ 《魏书》 卷五

十三 《李孝伯传》 附 《李安世传》 记载李安

世 （443-493） 担任相州刺史时的政绩说：

初 ， 广平人李波 ， 宗族强盛 ， 残掠
生民 。 前刺史薛道摽亲往讨之 ， 波率其
宗族拒战 ， 大破摽军 。 遂为逋逃之薮 ，

公私成患 。 百姓为之语曰 ： “李波小妹
字雍容……” 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

三十余人， 斩于邺市， 境内肃然。

原来李波乃是广平 （今河北省永年

县） 的地方黑恶势力， 称霸一方， 欺凌百

姓， 对抗朝廷， 当局自然不能容忍这样残

民以逞的割据势力， 前任地方官剿灭未能

得手， 到李安世， 则以智取之， 于是地方

重归于太平。

“妇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表明

老百姓对李波兄妹相当畏惧。 过去却往往

把这首歌谣说成是老百姓拥护爱戴这个李

波小妹， 高调地加以颂扬。 又有将李雍容

与 《木兰辞》 所歌颂的女英雄木兰相提并

论的。 诸如此类的解说完全不符合原诗的

意思和语气 。 木兰是孝顺父母 、 热爱故

乡 、 忠于国家的女英雄 ， 感情也很细腻

（参见拙作 《两首 〈木兰诗 〉 的异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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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豪的女豪强， 她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千言万语 ，都没有说
沈轶伦

表弟工作几年后， 开始自己独住。

有了自己空间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带

回一条狗。 狗是边境牧羊犬， 才断奶。

捧在手里是个毛团， 放在地上， 滴溜

溜绕着主人脚转， 黑白两色， 煞是好

看。 小狗和小囡一样， 入夜需要人照

顾。 表弟让它卧在脚侧， 自己睡不安

稳， 每隔几个小时起来， 查看、 喂食、

添水、 擦拭。 黑暗里， 没有开灯， 全

凭直觉， 人知道狗在哪里， 狗也知道

人在哪里。 小东西探身过来， 怯怯不

敢上床， 只用舌头舔着人的手， 湿润

的、 温热的， 小鼻子冰凉， 没有一个

字， 却像交付了千言万语。

表弟说， 我现在知道了做家长的

责任。

屋里添了一个生命， 把一个男人

完全改变了。 表弟给我们发微信， 内

容渐渐都围绕狗。 网上流传的可爱的

滑稽的小狗视频， 养狗圈分享的喂养

禁忌视频， 还有就是他的边牧的视频，

在他的指引下学会了听口令坐下， 或

者在他不在家时咬坏沙发。 我们去看

他， 给狗带球、 带玩具， 就好像真的

是家族中添了一个子侄。 他开着电视

机找电影给我们看， 一如过去我们聚

会时常做的那样。 但他的手拿着遥控

器划来划去， 再也没有停留在喜剧片

或者漫威片上， 而是选择了关于宠物

的电影。

表弟的妈妈———我的阿姨———周

末去看儿子， 便多了一项任务： 照顾

狗。 狗日长夜大， 几个月后便有半人

高。 阿姨张罗表弟和我们吃饭， 把狗

圈在客厅的栏杆里。 其实它已经一跃

就能跃出来了， 但却乖乖地留在那并

不能约束它的栏杆后。 长长的吻部探

出来， 嗅着桌上饭菜味道， 好奇又向

往， 却只在栏杆后跳下跳上， 小脚脚

频频落在地上， 指甲扑簌簌地响， 是

百爪挠心的痒。 大家笑起来。 一间房

间， 因为有了这些画面， 就不是建筑

物里空洞的隔间， 而是一个家。

阿姨侧着头看边牧， 说， 讲起来，

我们家也是有养狗传统的， 我们小时

候， 你的外婆家也养过一条狗。 你妈

妈告诉过你吗？

我说 ， 我听妈妈说过 ， 叫阿黄 。

它会下楼， 迈着腿， 笃笃笃沿着木楼

梯， 从二楼厢房下到弄堂里去玩。

阿姨说， 那你妈妈说过阿黄后来

的事？ 我说， 没啊。

阿姨说， 阿黄是三舅舅带回家的，

但三舅舅的单位经常需要派人出差 ，

三舅舅到外地一去去几个月。 家里另

外两个舅舅都去安徽插队， 剩下几个

姐妹说是上学， 一多半的时间都要下

乡劳动 。 那个年代 ， 谁也顾不了谁 ，

一片混乱吧， 小狗没人喂， 只好自己

到野地里去觅食， 染了病回来， 弄堂

里的邻居看到了， 都说留不得了。

三舅舅回到家， 看到阿黄这个样

子， 就带它再去野地， 那里有人专门

结果狗。 三舅舅就拜托人把狗吊死了。

尸体带回家， 用它烧了一碗肉。 阿姨

说， 没有人动筷子， 只有三舅舅一个

人全吃了。 狗是他带回的， 狗是他带

去的， 最伤心的是他。

我说， 我妈妈只讲过， 阿黄会听

指令， 阿黄喜欢羊肉。 有一次家里烧

羊肉， 阿黄什么都还没吃到呢， 光是

闻到香味就已经高兴坏了。 我妈妈还

说过， 阿黄会辨别脚步声， 知道是家

里人来了， 它就会蹲在门口， 尾巴摇

啊摇， 全心全意地等。

阿姨说， 是啊。 原先你们都是小

孩子， 和你们说老话， 讲前面那半段

就行了。

表弟的边牧， 扑咬着一只恐龙玩

偶。 忽然一口咬到恐龙的肚子， 里面

藏的按钮发出 “嘟” 的一声。 边牧唰

地抬起头， 眼睛乐得放光， 到处找我

们的眼睛， 拼命摇着尾巴想叫人看它，

它找到了这么新奇的机关。 真像一个

小囡， 真想叫人夸它。

回家后我第一次问妈妈， 阿黄是

被人吊死的吗？ 妈妈说， 她那时候读

中学， 要去郊区劳动， 住在农民家里。

忽然一天生产队下令， 要求所有农户

把自家养的狗打死 。 我说为什么呀 ？

农村看家护院不都有养狗习俗吗？ 妈

妈说， 我们也不知道， 只知道上面规

定要打死， 所以必须打死。 那是真的

打， 吊在门板上， 一棒一棒打死， 不

是杀猪杀牛那样， 给个一刀痛快。妈妈

说，我们这些学生，就逃得远远的，远到

再也听不到那声音……那些声音……

直到傍晚回到农民家里，夜晚的村庄，非

常非常安静。

我们坐在厨房边说这件事。 我想

我不会明白那个一刀切的规定。 就像

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舅舅那天独自吃

到碗见底时的心情。

我们现在住的小区， 也有人养狗

的 ， 也有人讨厌养狗的 ， 各自占着

理 ， 和所有居民区一样 ， 偶有矛盾 ，

但到底算相安无事。 但有一次， 几条

流浪狗跑到小区里， 连日盘桓在老人

和儿童玩耍的健身区边上， 引发众人

畏惧。 外地新闻里， 流浪狗撕咬儿童

致伤致残， 或者青壮年得了狂犬病死

亡的消息被发到邻居群里。 再爱狗的

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有居民打了电话

报警， 不久有执法的车来， 捉走了那

几条。

执法的车停在小区的那天我正好

路过。 白色车厢后面一只笼子， 笼子

里关着一条狗。 吐着舌头， 快速喘气，

两肋一鼓一鼓， 夹着尾巴， 不发一声。

它毛色油亮， 显示出健康和年轻。

门卫后来告诉我， 说这几条狗呢，

也不算完全没人管， 对面小区看垃圾

房的人一直在投喂。

那个垃圾房沿街而设， 说是收集

垃圾， 但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毫无异

味。 有时我骑着自行车经过， 看到垃

圾房的空角落里 ， 这家人设了桌子 ，

女人捧了碗吃饭 ， 小孩俯身做功课 、

看书、 听音乐。 我想这幅画面里， 本

来有他们和这几条狗一起玩耍的场景。

不知道垃圾房里的孩子， 有没有为这

几条狗命名 。 也许只是给一点剩饭 ，

就能得到一个生命全部的依恋与爱 。

但是， 现在不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