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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瑀

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人类文明对于狗都有正面的认识、
高度的赞美。 从虚构的神话到现实的表达，人们很早就开
始用画笔记录下这些伙伴的身影，赋予它们忠诚、勇猛、机
敏的品质与永恒的生命。

若论今天国人最熟悉的猎犬艺术形象，恐怕非《大闹
天宫》动画片中伴随二郎神左右的哮天神犬莫属。事实上，
猎犬也正是历代画家最爱描绘的犬类。从现存的仰韶彩陶
上，我们便可以看到四肢开张、飞奔向前的猎犬图案。两汉
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有许多类似的形象。 它们共同
表现出狗对于人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为人类追
击猎物，这也是像“狩”“猎”这样的汉字部首属“犬”的原
因。

晋人傅玄在他的《走狗赋》中，赞美优秀的猎犬兼具鹰
与虎的“劲武”，谈到了当时西域进献名犬的故事。 自晋代
以来，上层社会开始以驯养和搜求异域名犬为乐，而西域
国家也常以名犬作为国礼进献给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这时

的猎犬不仅仅只会狩猎，还要承担外交的职责。 唐代诗人
杜甫曾以一篇《天狗赋》尽显天宝年间宫廷所畜西域异犬
的风姿。 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室里，有一幅今天被命名
为《架鹞驯犬图》的壁画。画中描绘了一位唐代内官装束的
男子手擎鹞鹰，回首俯视着一只抬腿示好的猎犬。 猎犬身
体修长，双耳尖耸，正是佳犬的特征。 另一边，一位胡人驯
犬师恭敬地随侍其后。 在一派融洽的画面氛围背后，是猎
犬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礼仪功能的变化。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簪花仕女图》中，雍容华贵的
妇人也挑逗着小狗，以此排遣宫苑生活的单调乏味。 描绘
异域进贡名犬的传统，直到清代乾隆时期才再度振兴。 我
们今天还能看到乾隆帝分别命宫廷画师和西洋画家以中
西不同画法所绘制的《十犬图》和《十骏犬图》。在《十犬图》
册页中，我们看到画里的猎犬逐鹿、追兔甚至搏虎，尽显威
猛；而分藏在两岸故宫的两套各自出于郎世宁和艾启蒙之
手的《十骏犬图》，尽管作者及画面不同，但作为主角的十
只贡犬却是一样的。《十犬图》与《十骏犬图》所呈现出的完
全以描绘猎犬为主、去除人类形象的创作模式，对有唐以
来的以狩猎图系统来描绘猎犬形象的画法而言，有了本质
变化。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仍旧遵循
原来的创作传统，画中一只猎犬反首仰望着主人，随时听
从忽必烈的号令，画面呈现出浓烈的主仆关系。 表现类似
关系的场景， 在出土于内蒙古宝山辽墓的壁画中也能看
到。这座建造于辽代早期的贵族墓葬中描绘了一只守护于
墓门前的黄犬，它仿佛听到了主人的召唤，正要抬腿前往。
而在南宋佚名画家所绘的《搜山图》中，二郎神的哮天犬正
在主人的指挥下追击妖怪。不过，这充满动感的画面，与后
来的《元世祖出猎图》形成鲜明对比。 显然，后者以静态的
画面改变了之前动感十足的表现方式。

事实上，将狗描绘于植物环境之中的画法，在传世的
南宋至明代绘画中并不罕见，而这些作品中又以“乳犬图”
题材为多。 现藏河北博物院的《萱花乳犬图》，以萱花和母
子犬寓意母爱，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类似的作品还有同
馆所藏的《鸡冠乳犬图》、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秋蝶戏犬
图》、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秋庭戏犬图》以及日本大和文华
馆所藏的《萱草戏狗图》等等。这类题材伴随着平民文化的
流行，兴盛于两宋。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中，描绘了陪伴
主人纺纱的家犬。 五代画家关仝所绘的《关山行旅图》中，
也用简练概括的笔触描绘了山关客栈中的狗，凸显市井生
活气息。至于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里所刻画的朝着货
郎欢蹦而来的母子犬，在现实表现能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
高的水准。在这些画面中的狗，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伴侣，
守护着主人的安全，伴随着主人的喜怒哀乐。

晚清的画家们同样十分喜爱描绘庭院中消遣嬉戏的
小狗，任伯年便有不少此类作品传世。这种画狗的传统，后
来成为工笔绘画的重要一支。近代画家如张善孖、刘奎龄、
刘继卣等人都有类似的绘画精品流传下来。不拘一格的齐
白石则在继承这一传统构图模式之余，开创性地用简笔线
条的造型方法使狗的形象跃然纸上， 画面上辅以题词，既
增加了趣味，也丰富了画意。他还自称“青藤门下走狗”，以
表达甘拜先贤为师的自谦之情。黄胄素有画狗“天下第一”
的美誉。 他一生爱狗知狗，用速写、素描、水墨等多种艺术
形式描绘了大量不同形象与品质的狗。 画中，它们有的为
边民放牧，有的伴驼队探险，有的与主人嬉戏，有的陪战士
戍边，可谓集历代画狗之大成，把狗与人类的相亲相守刻
画得淋漓尽致、动人心扉。

古今中外的人们为这些最亲密的伙伴画像传神，而这
也是我们与它们千百年友谊的最好见证。

邓跃东

年前下决心整理书桌，平时老把样报、剪报和资料堆
积在桌上，很不注意过日子的条理性。 分类归档中，发现一
张2015年的《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以下简称《周刊》）创刊
号，《周刊》二版上有我的一篇散文。 翻看了一下，《周刊》一
版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感触，该文写于该年第九届茅奖
揭晓前夕， 虽已时过境迁， 我却喜欢上文中的一点心得：
“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相比过年，过日子是人生中
更为重要的。 而相比过日子，过年的水平是日子过得是否
幸福的重要标志。 我们当然希望既能过好日子又能过好
年。 ”

这话让人眼明心亮，不觉独自思忖起来。 我也一直操
持文学，40多岁了，还未得过一次能向人显摆一下的奖励，
才情低下，我自觉死心了，所以我对评奖的分析不感兴趣。
但是，该文作者对过日子和过年的关系颇有见地，辩证看
待，说得新颖，揭示了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道。

我想到了自己，浑浑噩噩就是一年，没有什么成就感，
要做的事好像才起头呢。这个年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去年，
第一次见到这位作者，他说想不到我这么年轻，从稿子里
看还以为跟他差不多，有50多岁了。 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感
受，因为文字是心灵的流露，心态老了，明眼人一眼洞穿！
看来我的确老了。 不甘心啊，我还没过一天好日子呢！

现在静下来想，我把那个年看得太重了，365天为的是
一天，却把平常日子忽略了。 这一年里，我也没怎么闲过，
做牛般累怎不伤身体，近视一级级加重了，头发一把把掉

下了，脚下一步步沉缓了。 其实我也想停下喝杯茶、歇歇
脚、打个盹什么的，可心里想着那个年，总想有个满意的结
果，把钵子里再添满一点，于是又迈开脚了。 我不能多跟家
人呆一会儿，陪陪他们，乡下的父亲来电话，我只能说上两
句半，父亲经常重拨过来问后面是啥意思；孩子要去看电
影，我只能陪他转会儿公园，最对不起他的是要买五年级
数学辅导书，我却把四年级的买了回来；表现好一点儿就
做顿饭，不是没把煮饭键按下去，就是多淘了米，指甲长得
快头发也长得快，两鬓白了胡子也白了，我把墙上的镜子
取下来，以求心安，尽管有点此地无银、掩耳盗铃的味道。
我没有黑夜，甚至很久没有享受夜的温柔了……

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若按照“过年的水平是日子
过得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去打量，年的水平、年的味道早
已察觉不到了。 不知其他的朋友情况怎样，忙碌了一年，现
在都朝一处赶，不知是否把平常的日子过舒适了。

过好日子才能过好年， 年味是平常日子的集中体现。
功夫是要放到过程中而不是最后的结果上。平日的功课做
到位了，就是水到渠成的完美。 过年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啊！

遗憾怎不早点看到作者的这段话， 要是前年看到，去
年我就重视了，日子可能就不会这样拥挤不堪，今年的年
可能就是另一番味道。 只怪自己不收拾，善意的提醒已经
来到眼前，却过了两年多才看到。

看来，还是要把眼前的每一日拾掇整齐才行。 一个声
音在耳边响起：手脚麻利点，年过完了，要过新一年的日子
了！

周晓丹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里来看影灯……”这
影灯，就是灯影戏，也叫皮影戏，长沙人也叫它影
子戏。 影子戏曾是百姓的娱乐享受之一。 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长沙乡间还能经常看到一些走乡串
村的影子戏艺人。可惜，几十年过去，那种乡野娱
乐带来的老家记忆已消逝得无影无踪。

外婆家大屋里看影子戏的场景
家住捞水古镇，儿时的光影里，春节会随母

亲前往捞水古镇乡间牌楼湾黄家大屋的外婆家
看影子戏。

黄家宗亲多，二叔公、三叔公、四叔公、五叔
公、六叔公……挨个儿拜见，母亲微笑着全都按
着我鞠躬叫外公。

六叔公好酒，就叫酒醉外公，想是年轻时曾
以屠为业的缘故吧，母亲说他每年正月里一定会
出钱请影子戏班来大屋唱几天影子戏祈福。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黄家大屋在乡下显得有
些门第气派，三进庭院错落有致，每一进都由麻
石阶梯相连，每一进都庭院方阔。 正月里，待
白日里舞龙灯狮子的热闹散去，大屋厚重的大
门敞开，悬挂着的大红灯笼亮起，影子戏艺人就
在前院硕大的天井阶梯上，用白色的布幔支起舞
台……

大屋的族人们开始忙里忙外招呼来看影子
戏的乡邻，香茶糖果整齐地摆放在天井地坪几排
长条板凳上，锣鼓声咚咚锵锵，年长的坐着品茶、
嗑瓜子，后生与姑娘们三五成堆嬉笑言谈，细伢
妹子人前人后跑上跑下，待有人将阶梯上那用尼
龙丝制成的梨形网状灯丝的煤气灯打足气点燃，
煤气灯便在“吱吱”声中喷出极强的光来，天井地
坪霎时便如同白昼，此时，有一苍老宏亮的声音
便拉长一嗓子喊声：“开 ———场———喽！ ”那，就
是我酒醉外公。

立在麻石台阶上的小小舞台用竹竿撑着，一
块长长方方丈高不到、经过鱼油打磨变得挺括透
亮的白纱布幔子透着亮，“挽龙”人（搭台子人）将
一幅“是人非人扮文装武千般态，有口无口谈古
论今百样音”的对联挽在幔子两侧，鼓乐便进入
剧情状态，弦子拉起来，鼎沸的人声安静下来，煤
气大灯暗了下去，具有古老神韵的影子戏便开始
了。

集民间雕刻、色彩、透视和表演
艺术于一体

影子戏可是中国国粹， 集中国民间雕刻、色
彩、透视和表演艺术于一体。 在汉代诗文中：“汉
妃抱子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 文帝治国平天
下，娱乐传入百姓家”说的便是影子戏。 在《汉书
外戚传》中，也详细记述过汉武帝刘彻观看影子
戏的情景：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
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一日，大臣李
少翁出门，路遇孩童手拿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
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心中一动，用棉帛裁成李
夫人影像， 涂上色彩， 并在手脚处装上竹竿，入
夜，围方帷，张灯烛，恭请武帝端坐帐中观看，武
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 这个载入《汉
书》的爱情故事，追溯起来应该就是影子戏最早
的渊源，我想这也应是关于影子戏最早的文字记
载了。

2000多年来，影子戏一直在大江南北流传，
崇山峻岭的陕西华县据说是影子戏发祥地。影子
戏历来传男不传女，穷人不识字，中国乡村育人
受教的礼数，大都便靠口口相传或民间艺术的形
式得以传承下来， 造就诞生了这一民间技艺，也
就成就了影子戏艺人子承父业、传男不传女的社
会传统。

影子戏是由艺人操耍牛皮、羊皮或纸板等物
制作的影人在帷幕后通过灯光映出影像的一种
表演，相当讲究操耍技巧、唱功和配乐、人物造型
等美感。 彩绘与雕工并用，用皮质制作的皮影经
过色泽纯正的敷彩晶莹而绚丽，灯光映射下会五
彩斑斓。

“影人”，长沙人戏称“菩萨伢子”，业内称为
“样谱”， 是历代艺人
习习相传的手
工艺术精品国

粹。影人都是侧面头像，头大身子小，身体上窄下
宽，手臂过膝。 脸谱分南北，北人用五分脸谱，南
人用七分脸谱，也就是让影人留给观众五分侧面
或七分侧面。湖南艺人纸板雕刻的影人还能吹胡
子瞪眼睛。

皮影戏曾遍布长沙城乡
清代皮影戏遍布长沙城乡。 城南里仁坡有

“凤凰班”；黎家坡有“菊兴班”；府正街有“同兴
班 ”；北门正街有“连兴班 ”，一直到民国初
年，长沙城内还有好几十家皮影戏班 。 1956
年，长沙皮影戏《龟与鹤》《差不多》等剧目还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木偶节上荣获过最
佳演出奖。

千百年来， 从业皮影戏的艺人多是农人，白
天田间劳作，晚上据此维生，头足四肢灵活的皮
影随着唱腔的起伏，在这些操持农作的艺人手上
灵巧舞动。小生、须生、青衣、花旦各种表演手法，
全仰仗于舞弄皮影人灵巧的一双手。

皮影戏所配器物相当丰富，车马、刀剑、桌椅
等都如同舞台剧，留给我儿时印象最深的是《三
打百骨精》中孙悟空手上狂舞着的金箍棒，《四郎
探母》中穆桂英和《梁红玉》中梁红玉俩人头上竖
起的那根根雉鸡毛。

皮影戏是用唱腔和念白来展现人物性格与
情感的，唱念多用文言文，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唱
腔也早与各地戏曲小调与文化背景相融并进，佛
教、道教音乐也渗透其中。潇湘属南影源流，文言
文加上六叔公请来的皮影戏班子都是衡南人，唱
念都带有浓浓的湘南方言，这些词句是生长在长
沙城乡间的细伢妹子们听不懂的， 只是看热闹，
看梁山伯祝英台十里相送，看孙悟空金箍棒舞得
密不透风，看穆桂英、梁红玉英姿神武，看辽兵魂
飞魄散……每看到有敌将人仰马翻头颅滚地，六
叔公便会在人群中将手拍得山响，雷鸣般的嗓门
引导着看戏人高声大叫：“好！ 好———!”

“一口叙说千古事，两手对舞百
万兵”

听词既是听不大懂，听锣鼓、二弦子又极其
单调，时间稍长，细伢妹子们就坐不住了，纷纷离
了大人或用草把子所占的前排位置，窜到后台削
尖脑壳去看影子戏艺人操耍表演了。

后台清一色都是男人，一家影子戏班三至五
七人不等，打鼓的打鼓，敲锣的敲锣，帮腔的帮
腔，把曲的兼带唱词。 生、旦、净、丑，青衣、花旦、
刀马旦、 闺门旦等一溜男女声全由男人替代，唱
念出的女声也是极其委婉动听。最吸引人的还是
细伢子眼中那些摆弄影子的艺人， 乡人称之
为“签子”的签手们。 签子们支起影子的手脚、
四肢、道具和兵器，神情自如地操耍于锣鼓的节
奏中，拖一长腔：“一口叙说千古事，两手对舞百
万兵！ ……”令人好生惊羡。

表演的“影子”，行人称之“桩子”或“身子”，
桩子大小南北也有讲究，南方影子戏班惯用中型
桩子。中桩八寸或一尺二寸，能做出立、坐、行走、
卧、躺、滚、爬、奔跑、骑马、射箭、打斗等多种复杂
动作。 或疾或徐，或俯或仰，喜怒哀乐悲恐惊，全
都仰仗于那几根竹签之上， 其表演的细腻传神，
对角色性格的塑造，戏剧冲突引起的剧情，便全
都能精美诠释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了。影子戏艺
人操耍得百般投入，看戏人如醉如痴，跟着戏里
的人物一时开怀一时伤感……

在我儿时的情怀里，看草台戏里花旦，咿咿
呀呀学舌， 便想着日后随戏班子唱戏走南闯北；
看这灯影戏，就对那拉弦子男声女唱百般好奇却
又不解风情。

在乡愁的记忆中
一直到半夜，皮影戏才收场，灯光暗了下去，

在那挂在撑竿上如同夜壶形状中间穿着捻子的
锡皮大煤油灯下，艺人们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装
着箱，后台的艺人忙中不乱，按照影子戏古老带
有些迷信色彩的习俗，一是一二是二开始拾掇行
头。 如男女影人的头和身子不能混放，以免乱了
阴阳，箱顶上需放置某人物影子镇邪……四邻乡
亲趁着月色喜笑颜开三三两两散了开去，大屋里
的男人们余兴未尽，有人哼着戏文，酒醉外公一
声喊，女人们收拾碗碟，男人们收拾场地，细伢妹
子们稀里糊涂呵欠声声仍在后台围着戏班子转，
外婆口中哼唱的“正月里来看影灯”，就这样在古
幽的乡韵中走了过去……

正月十五，年就算是过完了。阳春三月来临，
乡人便开始整理农具，只待阳雀子一叫，便准备
开田泡种。而过年时酒醉外公请来的影子戏班则
已如同过眼云烟，而今则早已只留在乡愁的记忆
中了……

乡愁中的灯影戏千古丹青话瑞犬

东汉时期陶狗 当门吠客无亲疏 齐白石 画

十骏犬图之一 清代 郎世宁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