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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皇帝爱养狗。汉武帝
专门建了“犬台宫”，又在宫外
建“走狗观”，还专门成立狗监，
来豢养管理这些狗狗。如作过

《佳人曲》，发出“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
倾人国……”之叹的西汉音乐
家李延年，就曾任过“狗监”。

东汉灵帝爱狗如痴，史载
其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
授”，“王之左右皆狗而冠”，给
狗穿上官员佩戴的冠、系缓，像
人一样打扮，使这些宠物成了
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

既然皇帝喜狗，“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民间也是爱狗
成风。有的父母因为爱狗，甚至
以狗、犬来给子女取名。如西汉
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司马相如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父母爱
其才，“故名之曰犬子”。《史记
索隐》注称“爱而字之也”。即因
为父母特别喜爱狗，所以给他
起名为犬子。如果父母不喜狗，

是断不能以犬来命名亲子的。
只是后来司马相如钦佩战国赵
国名人蔺相如的风采，才自名
为“相如”。

司马相如能得到汉武帝的
赏识和青睐，也和“狗”息息相
关。史载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
名作《子虚赋》，深为赞叹他的
才情，很有见面之意。当时司马
相如的老乡，“蜀人杨得意为狗
监，侍上”，趁机进行了举荐，后
武帝果然召来了相如。

其他以“狗犬”来取名者，
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中非常常
见，如公卿王侯就有：西汉的
桃阳侯刘狗，刘邦宠妾戚夫人
所生的儿子刘如意就别名“犬
儿”，东汉权臣梁冀有子名“胡
狗”，后来封为侯爵。至于以狗
起名的普通人就更多了，如

《汉印文字征》即载有“田犬”
“尹犬”“王犬”“左狗”等人名
出现。

据大众网

现在讽刺某人多管闲事，往
往以“狗拿耗子”来作比。但起码
在汉朝，狗捉老鼠确实是存在
的。早在先秦时，《吕氏春秋》就
记载了一则狗捕鼠的故事：齐人
有善于相狗的，他的邻居想让他
代为寻觅一只捕鼠良种狗。一年

之后才找到。他对邻居说，这是
一只良狗，其志向在捕捉獐鹿，
不在捕鼠。如果想让它捉老鼠，
就把它的腿桎梏起来。邻居把狗
的后足桎梏住，它果然就去捕老
鼠了。

如果这只算是寓言故事，那
四川三台县郑江乡汉代崖墓中
出现的狗捉老鼠画像石（左图），
则是实证了。浮雕像中，一只蹲
伏的狗正得意地叼着一只老鼠，
老鼠的尾巴在狗嘴外垂着。画像
栩栩如生，令人捧腹。

据今人研究，汉代时，仓储
已经受到老鼠的危害。但在当时
猫尚未得到充分驯化之时，狗就
承担了捕捉老鼠的责任。只是后
来随着更善捉鼠的猫得到驯化，
狗捉老鼠才退出历史舞台，以致
如今成为讥讽之词。

据新锐大众人物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换了一
届又一届，“第一宠物”也像“走
马灯”似的换了又换，不过颇有
趣的是，“第一宠物”绝大多数都
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狗。媒体
因此评价，美国历届总统都是爱
犬之人。前总统杜鲁门曾表示，
如果你在华盛顿需要一个朋友，
那就养条狗。进入白宫的狗，在
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是狗，而是
政治工具。

宠物在美国政治生活的作
用不可小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一个小组研究发现，宠物为他们
主人挣了不少印象分。

公关工具：总统拥有一个狗
朋友可以软化白宫主人身兼武
装部队总司令这一形象。希拉
里·克林顿2008年竞选美国总统
时，就频频把克林顿的宠物猫索
克斯挂在嘴边，试图软化“铁娘
子”形象。

狗还可以帮助总统在战争
和丑闻期间获得百姓信任，当人
们看到总统在紧急时刻还能淡
定地喂狗，他们容易相信总统对
处理问题具有相当的信心。

外交工具：白宫的宠物特别

是狗有时能帮助总统解决外交、
政治危机。

赫鲁晓夫曾送给肯尼迪女儿
卡 洛 琳 一 条 名 叫 普 辛 卡

（Pushinka）的狗，这条狗是苏联送
入太空的狗的后代，这一举动给
当时的冷战多少起到了一些润滑
的作用，后来这条狗在白宫生下
了一窝小狗，这个家庭还养了另
外几条狗，其中包括一条名叫查
理（Charlie）的威尔士小猎犬。

理查德·尼克松则就利用宠
物狗回击了有关他受贿的指控。
在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
他被指控收受支持者的钱财，还
接受了有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狗，于是他发表电视讲话否认此
项指控。接着他拿出那条狗的照
片说，他的孩子非常喜欢这条
狗，“不管人们说什么，我们都将
把它留下来”。观众们被他的真
诚所打动，这场危机就这样得以
化解。

情感寄托：最有代表性的非
克林顿莫属。白宫实习生性丑闻
事件爆发后，全家人中只有宠物
狗巴迪想见到他。

据搜狐网

狗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似乎
不佳，“狗腿子”、“狗眼看人”等
均含贬损之意。然而不少名人
却反其意，以狗自喻，于贬损平
实中见精神。

现代大画家齐白石平生推
崇徐渭(号青藤道士)、清代杰出
画家朱耷(号雪个)、近代大画家
吴昌硕(号缶庐)，他在《老萍诗
草》中写下一首广为传诵的咏
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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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表明，齐白石对三位
画家绘画技法，极力效法，甘为
他们的“走狗”。由于齐白石虚
心学习青藤等先辈的绘画技
艺，勤学苦练，不断推陈创新，
创造了自己独特不群的艺术风
格。

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在他
的《天狗》诗中以独特手法放声
高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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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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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革命家、文学家瞿秋

白与鲁迅有深厚友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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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
《物种起源》问世后，反动宗教
势力恨之入骨，曾群起而攻之。
这时，英国伦敦矿物学院的地
质教授赫胥黎勇敢地站在达尔
文一边，宣称：“我是达尔文的
斗犬，我准备迎接火刑！”鲁迅
曾说过：“赫胥黎就是一只有功
于人世的狗。”

据《人民政协报》

世界名曲《小狗圆舞曲》
（Minute Waltz）是钢琴诗人肖
邦藉由明朗轻快的旋律，生动谱
出小狗追着尾巴团团转的情景，
而这首曲子的诞生，也正透露出
肖邦对宠物狗的无限好感。

肖邦二十岁的时候，只身
离开祖国波兰，至巴黎发展，由
于精湛的琴技与优雅的风度，
让他成功打进法国上流社会的
圈子，并先后与李斯特、舒曼等
作曲家结为好友。通过李斯特
的介绍，肖邦又与女作家乔治·
桑（George Sand）认识，进而坠
入情网。不过此时的肖邦已患有
肺病。

为调养身体，乔治·桑决定
带肖邦前往气候较暖和的马约
卡岛休息度假，同行的还有一只

豢养多年的宠物狗；乔治·桑相
信，小狗的活泼好动可为肖邦带
来欢笑与活力，也可转移他对病
痛的注意。一天傍晚，肖邦看见
那只淘气的小狗正追咬着自己
的尾巴，不停原地打转，模样十
分逗趣，便要乔治·桑也一块观
赏。乔治·桑灵机一动，对肖邦
说：“我要是有你那样的音乐天
赋，一定会为她编支曲子。”肖邦
闻言，立刻走到钢琴前，以灵巧
的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短
短一分钟的演奏，便将小狗玩耍
的兴奋情绪表露无遗。

这首曲子后来成为肖邦圆
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由于整章
乐谱讲究速度，且韵味无穷，因
此又被戏称作《瞬间圆舞曲》。

据《环游狗世界》

以狗自喻的名人

属狗的历史名人

以狗为名的名人

狗拿耗子确有其事
肖邦谱小狗圆舞曲

光绪年间，慈禧曾在紫禁
城后花园中养了1000多只狗，它
们一日三餐主要吃牛羊鹿肉和
鸡鸭鱼汤。给狗沐浴时，所用的
澡盆必须是金玉制成，并且要
在水中洒上香水。洗完澡后，狗
脖子上挂上一串小金铃，再喷
一次香水，才能抱到慈禧面前。

据记载，一天清晨，慈禧正
要去上早朝，一名太监激动地跑
进来，跪在地上向慈禧报喜说：

“黑玉生了四只小狗。”慈禧一
听，两眼放光，竟然兴奋得连上
早朝也没了心思，大臣们即使启
奏国家大事，她也草草了事，退
朝后，急匆匆地去“养狗处”探望
小狗。黑玉是一只京巴狗，慈禧
养的大多是这种狗，它们也被称
为宫廷狮子狗或哈巴狗。

慈禧养的狗称为御犬，住
的狗屋华丽宽敞，好像宫殿一
般，只是规模小了一点而已。平

日里，有四名太监专门负责狗
的饮食、调教和修饰。每只狗都
有“俸银”，由太监按月领取。

管狗的太监，实际上不是
在“管”，而是在“侍奉”，因为他
们不敢轻易打骂御犬一下，只
能小心翼翼地侍候着。遛狗的
时候，也是狗牵着人，而不是人
牵着狗，它们要往东，太监就不
能往西。狗们若有半点闪失，太
监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在
这种情况下，太监还要把狗们
驯养得非常懂事，教它们学会

“打圈”、“站住”、“直立”、“拜
拜”等实属不易。

慈禧的狗穿戴十分讲究，
犬服的样式、图案和用料，均一
丝不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绿缎绣海棠菊花犬服和红色
闪缎犬服，就是当时慈禧给狗
穿的衣服。这些狗衣都是量身
定制，用料华美，有的还精心绣
上了美丽的图案。

对于自己养的每条狗，慈
禧都为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
这些名字非常形象，让人一听
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狗的特
征。例如“黑玉”是一只毛色很
纯的黑母狗，“乌云盖雪”是一
只全身乌黑、只有四条腿雪白
的公狗。 据央视网

慈禧的宠物狗按月“领”俸禄

美国总统都爱养狗

思想家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
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

育家，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与弟子周游列国十
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

《书》《礼》《乐》《易》《春秋》。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

“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黄宗羲（1610年－1695年）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

家、思想家，其学问极博，思
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
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
大思想家。

政治家

孙权（公元182年－252年）
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

者，他称帝后，设置农官，实
行屯田，设置郡县，并继续
剿抚山越，促进了江南经济
的发展，成为三国时期的一
代英雄。

帝王

李渊（566年－635年）
唐朝开国皇帝，陇西成

纪人，祖籍邢州尧山。618年
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
统一全国。

宋徽宗（1082－1135年）
名佶，北宋皇帝，神宗

子，哲宗时封瑞王，1100年
－1125年在位。任用蔡京、
童贯等人主持国政，贪污横
暴，滥增捐税，他穷奢极欲，
建华阳宫等宫殿。

清官

海瑞（1514－1587年）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

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
庆、万历四朝。他打击豪强，
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
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
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
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
有“海青天"之誉。

文学家

汤显祖（1550－1616年）
明朝戏曲家、文学家。

主要作品有《牡丹亭》、《南
柯记》、《邯郸记》等。

冯梦龙（1574－1646年）
明朝文学家、戏曲家。

代表作品有《喻世明言》(又
名《古今小说》)、《警世通
言》、《醒世恒言》等。

科学家

华罗庚（1910－1985年）
我国著名数学家，江苏

金坛人，典型群论，矩阵几
何等许多方面研究的创始
人和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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