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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团团
琥珀色的眼睛依然清澈
■郭婧

一只宠物狗能活多久？ 最久的20
多年， 可我养的狗狗，7年便寿终正
寝。 也许是我对它的关心不够，提笔
写这篇文章时，愧疚，让我难以心安。
说是我养的，其实一直养在奶奶
家。 它是一只名叫团团的公狗。 团团
的妈妈名字叫丑丑，生下它们的那一
年，我正好12岁。 一窝七只小狗，只有
一只小公狗，其它的都是小母狗。 丑
丑刚生完宝宝，爷爷就超兴奋地给我
打电话“
快快快！ 快回来！ 丑丑下崽儿
了！ ”
于是飞奔至奶奶家。
刚出生的小狗和大老鼠一样，闭
着眼睛，嗷嗷地在垫子上蠕动。 丑丑
第一次当妈妈，也没有狗狗传授它经
验， 一脸懵地看着自己生出来的东
西。 看看我又看看“大老鼠们”，我能
看懂它的眼神， 它的意思是“这是
啥？ ”
不知道这是啥， 当然不肯喂奶。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刚出生的小狗没
有妈妈的照顾，很难生存下去，于是
我们一家人当起了妈。 热了一大锅的
奶，三人手中每人一只长柄勺，舀起
一勺奶，顺着柄喂到小狗的嘴里。 黑
色的剪断的脐带还在肚子上挂着。
显然是饿了，这么小居然还会砸
吧嘴。 喝饱了，嗷嗷声也就平息了，七
小只挤在一起睡了。 一周后，小狗陆
续地睁眼了，刚睁眼的小狗眼睛上有
一层蓝色的薄膜，蓝色会在几天内慢
慢褪去，团团的眼睛清澈又漂亮。
团团是这万花丛中一点绿。 团团
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 团团圆圆，听
起来像两只熊猫。
这抹绿色从小就和别的小狗不
一样。 它贼能吃！ 同一窝小狗崽，就数
它个头最大， 和它个头差不多的，是
另一只小母狗，圆圆。 这两只小崽子，
对得起自己的名字。
一只鞋盒子做床，每次它们两个
都占了最大的位置，颠倒着睡，像一
枚太极。 其它的小狗，就是这太极周
围的花纹。
满月了， 其它的小狗被送走了，
一起被送走的还有它们的妈妈。 爷爷
奶奶年纪大了，这么多的小狗，实在
照顾不过来。 剩下的只有太极了。
快过年了，寒冷的风像刀片，把脸吹
得生疼。 团团圆圆在屋子里抱着暖气
管道不撒手。 窗外的爆竹声吓得太极
嗷嗷叫。

小黑 说 新闻
埃及绝对是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国度，
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出现的最早的家猫。 古埃
及传说，猫是守护女神巴斯彻特的化身，他们
便把猫看作是一种神的象征， 如果谁家的猫
死了，主人就要“
剃眉致哀”，然后给猫厚葬。
后来为了表达对猫的敬仰， 古埃及人开
始将死去的猫制作成一种干尸， 就是传说中
的木乃伊猫。 他们会在死去的猫身上涂上香
料，掏空内脏，用各种防腐原料和技术，把猫
做成木乃伊猫，经过数千年，依然保存原貌。

年后，圆圆也被送走了。
我不知道对于团团来说，是什么
感觉，它并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那
么热闹的一家人突然就没有了？ 为什
么只有自己在这里？ 但是它并没有沮
丧，因为我也在这里。 可是它不知道，
我并不是经常过来。
每逢我回奶奶家，团团都开心地
发疯，狗链子绷得笔直，叫得山响。 那
条链子曾经拴着它妈妈。 奶奶腿脚不
好，不会去遛狗，团团的活动范围也
就是这链子的能到之处。 我曾经一直
以为它开心是因为我回来后就会带
它出去玩，给它好吃的（奶奶做的肉
我会偷偷给它吃）。
那时候我还小， 不懂狗狗的爱，
他爱你，哪怕你一无所有。
时间流逝， 我也慢慢长大了，变
得不是那么好动。 来奶奶家，也不经
常陪它玩， 它依然把链子拽得笔直，
叫得山响，一直到叫不动了为止。 我
缩在屋子里，就是懒得出去。 偶尔出
去了，团团立马爬起来，摇着尾巴，它
看向我的眼睛一如我12岁那年那般
清澈。
他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琥珀色
的，大大的，有着一圈黑色的眼线。 它
是八哥和其它狗狗的串串。 我抱着它
的大狗头，拍了好几张照片。
不久，他的眼睛瞎了。
那是过年，二姑带了一条小黑狗
回来，小黑狗很活泼，毛色很亮，很招
人喜欢。 团团的眼睛就是被它咬瞎
了。
奶奶家在农村，找到一家宠物医
院很不容易， 我在家里哭着等结果。
爷爷抱着团团回来的时候叹了口气，
医生说，这只眼睛废了。
我哭着给它喂药，说，没事，吃了
药就不疼了。 都是骗子，吃了药它依
然疼得哼哼，我能做的就是在一边掉
眼泪。 轻轻摸摸它的头，却让它痛得
大叫起来。 眼睛疼带的头也很疼。
这样的眼泪，因为它，总共掉了
三次。 都是过年。
一次是嗓子被链子上的铁刺扎
穿，直到我回奶奶家，发现团团脖子
都开始变黑了才被送去医院。 命大，
活了下来。 但是它看到我的时候，依
然开心地把链子绷直了。 傻狗，多疼
啊。
还有一次是团团突然下半身瘫
痪了，腿站不起来。 只能拖着走，却在

我回家后拖着两条腿，奋力地向我爬
过来。 尾巴摇不动，就拼命咧嘴笑。 医
生说治愈的可能渺茫， 我说没事，偷
偷存钱，买当时我能买得起最好的药
喂它。 奇迹般，它终于能站起来了，能
跌跌撞撞地跑了，后来居然完全恢复
了。
临近高考了，去奶奶家次数越来
越少，可是每次一进去，就能看到团
团开心的身影， 琥珀色的眼睛闪着
光。 我要走的时候冲他喊“等我哦！ 等
我高考完了，好好陪你！ ”
高考完了，我却食言了。
我没有好好陪陪它，我一直认为
还有很长的时间，高考过后的喜悦让
我没有发现它的衰老。
狗狗没有静心的照料，只有六七
年的寿命。
等我再回去， 已经是很久以后
了。 一进院子，一切都在，却总是觉得
缺了什么。
“团团呢？ ”“
已经死了，老死了。 ”
最后的时间，我不在它身边。
团团体力不行了，每天都没有精
神，吃也吃不下，就睡觉。 最后那天，
突然爷爷发现团团不见了。 它这么虚
弱，能去哪啊？ 爷爷到处找，最后在家
后面的小山坡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
它。 它不想死在家里，怕主人难过。 爷
爷把它抱起来，抱回家，你就算是要
走了，也请在我们的陪伴下。 后半夜，
团团轻轻叫了几声，它已经很久没开
口了。 爷爷也知道时间到了。
团团是望着门走的。 它在等我
吧，希望我能回去看它一眼。 可是没
有等到。
我知道了以后，泣不成声。
团团，对不起，真的。 天堂很美，
希望你再也没有病痛。 希望你琥珀色
的眼睛依然清澈。

小黑

长 知识

烈日炎炎
别忘替狗狗防晒
最近天气炎热，各地区纷纷进入“烧烤”模式，一
出门那就是行走的铁板烧哇！ 外出遛狗的主人们更是
让人心疼，要防止自己晒糊不说，还要费劲心思给狗
子防晒。
看看人家外婆，外出干农活的时候，狗狗总是陪
在身边，所以只好也给狗子一套自己的防晒装备。

这小碎花加上着甜甜一笑，是狗中村花没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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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木乃伊，精致！

猫木乃伊

只要你家有萌宠， 不管是汪星人、 喵
星人、 咩星人、 龟星人……都可以在 《淮
海晚报》
“
萌宠”专版晒它们的萌图，讲它们
的故事……此外， 还有专业的宠物医院医
生随时接受宠物主人的咨询， 宠物专家第
一时间介绍最流行的宠物服饰、 宠物用品
资讯。现在，你就可以加入QQ群575459682
或拨打记者电话18905237618，联系我们。

猫木乃伊的棺材

狗主人替狗狗准备防晒措施，确实很有必要。 大
大的太阳不仅会晒伤人类的皮肤，狗狗的皮肤也会受
到同样的伤害，尤其是没有毛发覆盖、暴露在外的粉
红色皮肤部位，最容易受到太阳光的伤害。
当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狗狗的皮肤，很有可能会使
它的皮肤受到损伤，使其干裂、呈现鳞状。 因此遇到较
为炎热的气候，主人要多多注意狗狗的耳朵、鼻子或
毛发稀少的腹部，是不是有被太阳光晒伤的迹象。
如果长期让狗狗受到紫外线伤害，就会出现皮肤
癌的前期病变，最终导致皮肤癌。 皮肤癌的临床症状
众多，最常见的是皮肤干涩、硬化、易受刺激，接着会
出现溃疡，溃疡面积会逐渐扩大并恶化。 皮肤癌好发
在狗狗的耳朵、鼻子、腹部、眼睛周围，通常会脱毛且
红肿，甚至溃烂。 有些白毛犬的鼻头色素较少，便容易
被艳阳晒伤成又红又肿的猪头鼻，而晒伤的鼻子就有
极高的机率罹患皮肤癌，主人必须谨慎。
为了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各位宠友在高温天气
下带狗出行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遛狗请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太阳最毒
辣的时间段；
2.不要给狗狗剃毛不！ 狗狗的毛其实可以隔热和
且保护皮肤少受紫外线伤害；
3.可以给狗狗穿件衣服防晒，不过不要太厚哦；
4.在室内，不能把狗关在阳台；在室外，请给狗屋
加上遮阳板，放置在阴凉的地方（其实狗狗还是尽量
养在室内较好）；
5.最后，一定要给狗狗多喝水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