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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 ，70 岁
巴哥露露 ，9 岁 ，母
辈分 ：“弄不清爽 ”
偶遇地 ：丽园公园外
“巴哥犬，好白相伐？倷小姑娘就欢喜
格。”
“伊跟人来得亲热，挺会卖萌的 （
）。当心噢，
伊会亲侬嘴巴噢！”
“阿拉 9 岁，老姑娘了。但是伊只毛色老
亮老好的。看狗侬就要看伊毛色。”
刚跟老孙搭上话，他就对自己的小狗露
露来了一通 360 度夸赞。
他特意选了个根彩虹色的狗绳，
“鲜艳
点，引人注目，
省得人家车子碰着”。
狗绳的另一端，露露吭哧吭哧，边跑边喘
气。
“伊舌头伸出来散热呀。”老孙解释说，
“伊汗腺在脚底，所以我回去给伊脚浸浸水，
让伊散散热。”

此句转

为沪普

老陈 ，62 岁
比熊帅帅 ，7 岁 ，公
偶遇地 ：汉口路
帅帅是只出门穿鞋的小狗。因为回到家里
脱掉鞋子，
“伊爬床的呀，
跟阿拉睏了一道”。
老陈住在“三马路”汉口路上。据说，附
近的小狗每天能优先享受清晨的南京路。
“早上侬去看好了，
南京路上都是狗。”他
说，
“有种人家 5 点半就遛了，
都是附近居民。”

你一定在上海街头看到过
这样的场景 ： 爷叔悠闲地遛着
毛茸茸的小狗 。
时间不限 ，从老清老早 ，到
烈日当头 ，或者天色渐黑 。
这种反差萌的搭配到底是
怎么来的呢 ？
我们 “ 拦截 ” 了 10 位遛狗
爷叔 ，向他们一探究竟 。
插图 / 马越

街头爷叔和小狗形成了反差萌组合

鸽子和蟋蟀之后，它们占据了上海爷叔的心
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韩小妮 摄影报道
养的是退休后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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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爷叔和小狗的反差萌组合，连
外国朋友也注意到了。
我们采访过的法国姑娘 Elsa Bouillot
和 Monique Fei 不 仅 是 上 海 阿 姨 的 “ 迷
妹”，对于上海爷叔也有一番独到的观察：
“有一类叔叔总是牵着他的比熊。你知
道，
比熊是一种小狗。”
“你去看好啦，早晨或者晚上，总有叔叔
带着他的比熊在马路上散步。这是一类很特
别的叔叔。”
那么，遛狗的为什么是爷叔，而不是阿姨
呢？
这多少有点“男主外、女主内”的意思在
里面。爷叔们会告诉你，在遛狗的黄金时
段——
—傍 晚 前 ，
“女同志大概在屋里向烧
饭”。
另外，
“侬看跳广场舞老头子老少的，但
是遛狗侬必要遛的”。
为什么是小狗而不是大狗呢？
和爷叔们攀谈下来我们发现，这十有八
九是被动接受的结果。
）80%、
因为“外头 （
90%都是小孩
买的，最后老人养”。
占据爷叔萌宠半壁江山的泰迪，是 10 年
前宠物界的“流量明星”。子女们一窝蜂追赶
潮流，最后老爸成了天天遛狗的实际养育者。

遛狗的

不过，爷叔们自己对小狗也有着由衷的偏爱。
经历过住房紧张年代的上海爷叔首先会告诉
你：
“小狗好，不占地方。”
其次，从经济和日常照料的角度来讲，养
）少，
只小狗实实惠惠。“吃的物事 （
拆尿
）好弄”。
拆污 （
当然，爷叔欢喜小狗更重要的原因恐怕
是，这些毛茸茸、体格娇小的“小朋友”简直
是“萌”的化身。相比之下，大狗就有点让人
……“吓咾咾”了。
别看爷叔苦口婆心劝你 “千万不要养
狗”，用自己从“旅行达人”变身“宠狗奶爸”
的惨痛教训摆事实讲道理，
但下一秒他就会温
柔地看着爱犬，
坦言“欢喜也是没有办法的”。
爷叔对小狗的爱，从他们跟爱犬的“迷之
辈分”也可见一斑。
有的爱得热烈外放，
自称是“爷爷”、
“外
公”抑或是“爸爸”；
有的爱得深沉克制，告诉
你“宠物就是宠物”，
“我当它是朋友”。
这份浓得化不开的爱，有时候甚至会引
起太太的“嫉妒”。
毕竟，他们给狗狗吃牛排、红烧肉，给狗
狗喷香波，每天和狗一起散步——
—频率普遍
是 2-3 次，多的 4 次。
自从遛起了狗，
爷叔们的生活更规律了，
血
压也不高了。有的还跟狗狗一起交到了朋友。
这一点，
曾在上海生活过半年的人类学工
作者、
法国姑娘 Chloé Roubert 也有过思考：

拉尿拉屎

东西

“在上海，随着老房子的拆迁，鸽子正和
旧有的生活方式一起逐渐消失。与此同时，
狗
正在更大程度地‘占领’上海街道和上海人
的心。”
“在现代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以
前那么紧密了。而狗成为了一种与他人交谈
的理由。”
爷叔养小狗，养的是一份退休后的精神
寄托。

老刘 ，67 岁
泰迪库帕 （音 ），3 岁 ，母
辈分 ：自称 “爸爸 ”
偶遇地 ：吴江路 85 度 C
吴江路 85 度 C 的露天座位，在工作日的
午后，
是各路爷叔“包场”。
这一桌爷叔最惬意，画面是这样的：
三个爷叔围绕着一张圆桌坐下，桌上三
杯饮料。囡囡库帕陪伴在侧，也占据一把椅
子，
遛狗绳系在椅子边缘。
老刘说，库帕每天下午都会陪他来 “社
交”，
她自己的下午茶是“吃好了再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老刘话不多。关于库帕的一
切，几乎都是由同桌的绿衣爷叔告诉我们的。
“代言人” 爷叔给我们看了前一天库帕
的照片，吐着舌头，
非常可爱。他一边秀照片，
一边慈爱地看了看库帕。
也许，养只小狗是许多爷叔未竟的梦想。

老葛 ，67 岁
雪纳瑞 Lucky，15 岁 ，公
辈分 ：“不讲辈分 ，阿拉就当狗养的 。 ”
偶遇地 ：丽园路
这是我们遇见的年龄最大的一只狗狗。
老葛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老狗和小狗的区
别：
“‘小朋友’狗，
肚子是朝上的。狗老了，
它是倒的，
往下的。就像人一样的，
年纪大了，
肚皮大。”
雪纳瑞的平均寿命是 13-16 岁。Lucky
已经算是非常高龄了,但老葛说“勿稀奇”。
因为，对面小区有一只 19 岁的雪纳瑞，
它的主人是一位 84 岁的老太太。
“早上那只狗出来都走不动了，老太也走
不动。”
说着,老葛两手耷拉在胸前，模仿着老太
和雪纳瑞缓缓前行的模样，有些憨态。
那是老葛和 Lucky 的榜样。

爷叔名字不详
泰迪巧克力 ，5 岁
偶遇地 ：西藏南路寿宁路
巧克力的毛色比常见的泰迪都要淡。爷
叔说，
是长大之后才越来越淡的。他把理由归
结为“是吃红烧肉吃的”。
在女儿把狗塞给他之前，
他“提个行李箱
就可以出门旅游了”。现在呢，生活被狗“拴
牢”了。
但说起养狗的快乐，爷叔也是毫不掩饰
的：
“平常我坐在沙发上，巧克力就靠在我大
腿上，
可以靠半个小时唻。”

老姜 ，60 多岁
日本银狐 Hello，4 岁 ，公
辈分 ：自称 “外公 ”
偶遇地 ：南京西路恒隆前的广场
老姜告诉我们，在恒隆广场和上海商城
门口遛弯的，
总共有 52 只狗。
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狗主人们有个
微信群。“不过我没加过。”他说。
在恒隆爱马仕门口看到他的小狗 Hello
时，它正缓慢地往前行走，
看起来有些不稳。
老姜对此有着强烈的倾诉欲，一脸心疼
）的。”
地表示：
“蛮罪过 （
原来今年 4 月，
Hello 在家附近的弄堂
里吃草时，没有牵绳子。整只脚被车轧过去
了，
“轧到翻转过来”。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老姜还是心有余悸。
“地上都是口水，
痛啊，
‘啊啊啊啊’穷叫。我
）咬一口。”
去摸伊一记，
正好 （
在肇事司机支付了医药费之后，老姜和
对方说：
“接下来跟侬不搭界了”。
之后的 4 个月里，老姜每天推着小车出

可怜

被它

来，陪 Hello 走四趟。从最开始走很小一段，
到慢慢恢复脚程。
我们遇见 Hello 的时候，正是它恢复独
立行走的第七天。
老姜指着广场边的花坛，回忆起过去的
Hello：
“像老早这种高度跳上去，
随便跳跳的。”
）叫伊跳，
“（
伊不跳了。痛哎，后头
脚没力道。”
很多爷叔对小狗自称“爸爸”，但老姜强
调，
自己是 Hello 的外公。
）啊？
理由是“六十几岁做爷 （
！”
老姜是我们遇见的爷叔里，溜得最勤快
的。一天两次大遛，
外加两次 20 多分钟小遛。
我们询问老姜，Hello 给他的生活带来
什么不同时，
他才道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老姜患有股动脉闭塞，两腿都装了
支架。但我们一点没有看出老姜走路有异样。
可以说，在老姜给予 Hello 细致照顾的
同时，Hello 也陪伴着老姜康复。

星期日
顾

筝

现在

爸爸

丽园路狗圈

老任 ，73 岁
泰迪 Vivi，4 岁 ，母
辈分 ：自称 “爷爷 ”
偶遇地 ：大吉路西藏南路
Vivi 头上扎了个粉色的蝴蝶结。老任
）给她戴的。
说，
是“阿拉屋里向”（
他解释说：
“伊是小姑娘。一般男囡头不
大会扎的。”
这只小狗是第三代要养的。女儿一家平
时在澳门定居，小外孙只有寒暑假来上海，有
一年吵着要只小狗。
）总共四
“去挑狗的辰光，
当时一窟 （
只。其他三只好像没当一回事体，就伊 （
Vivi ）跑过来，
舔舔阿拉屋里向。”
就这样，把 Vivi 抱回来了。老任很喜欢
讲这个故事，
把它归结为“一种缘分”。
只是，外孙来上海的时间毕竟少。“今年
格情况侬晓得，
伊不来嘛，
（狗）阿拉养了”。
子女不在身边，
Vivi 多少有点承欢膝下
的味道。
“侬比方讲阿拉屋里向菜炒好了，
我在厅
里向。跟伊讲‘叫爷爷过来吃饭’，
伊会‘噔噔
噔噔’跑到侬面前，用脚爪招招侬。”
可以是“贴心小棉袄”，关键时候又是一
条尽责的看家犬。
年纪上去了，两位老人耳朵都不大好。
“人家送快递送外卖，
阿拉在里厢看电视听不
到。伊一叫，哦呦，肯定有啥人敲门。——
—倒
也好，派派用场了。”
日积月累相处下来，老任是把 Vivi 当作
自家小孩养了。
—这
“就是言话不会讲。”他补充说。——
是许多养狗爷叔的“遗憾”。
有两次乘电梯，
Vivi 没跟上，二老急得
从 25 层楼一层层找下来。
所以现在老任养成了出门牵狗绳的习惯。
他是我们见到为数不多愿意牵狗绳的爷叔。
老任说：
“是要牵绳子，不然容易闯祸。
一个，牵绳子 （ ）不会落脱。”
“第二，
也不会去多事体。假使碰到大的狗、
凶的狗，
一看苗头不对，
我赶快把伊拉开来。”
有时候，
老任会琢磨：
“这个狗呢，
寿命只
有 12-15 年。伊现在 4 岁，大概还有十几年
好活。”
“我已经 73 岁了。再加十几年，要变八
十多岁了。我在想噢，
今后到底是伊送我还是
我送伊？看来还是我送伊多点……”
这个问题着实透着淡淡的忧伤，
老任只好
宽慰自己：
“人呢，
实际上也不好想了太多。”
每天下午 4 点半左右，
丽园路靠近制造局
路的小花坛里，
有一个“爷叔和小狗”的聚会。
芒果、
Lé o、开开、弟弟、Pocky……来的
都是小型犬。牵小狗的呢，
清一色都是爷叔。
他们都住在附近的高层楼盘里，从狗小的时
候开始互相认识，每天聚在这里遛狗加聊天，
竟然快十年了。
“多的辰光，此地有 15 只狗，多数是小
狗。”遛狗的爷叔老潘说。
问下来，
狗都是子女要养的。“阿拉吃饱
啦？”另一个爷叔反问说。
芒果、Lé o、开开和弟弟今年都 9 岁了，
老潘的小狗 Pocky 年轻一些，
6 岁。
“伊拉解放起来快了，
还有四五年好解放
了。”老潘说。
讲是讲养狗辛苦，养狗烦，可弟弟的主人

指太太

一窝

狗

指

老谭遛狗装备齐全，比如这只狗狗专用水壶。

显然还舍不得这“甜蜜的负担”，他马上反驳
说：
“现在狗寿命比人长。侬去算好了，
阿拉
再过 5 年 80 岁了，
伊 5 年笃定的。”

老陆 ，65 岁
约克夏芒果 ，9 岁 ，公
辈分 ：自称 “爸爸 ”
老陆照顾芒果特别细心，看它玩了一会
儿，就拿出纸巾来给它擦擦嘴，擦擦眼睛，再
擦擦屁屁。
“一定要弄弄清爽，不擦伊难过伐啦？”
他说。
在此之前，老陆从来没有养过狗。刚开
始，
有点不太敢碰芒果。
“为啥道理啊？伊太小了，生怕弄坏脱
伊。”
老陆规劝我们：
“这狗，
欢喜管欢喜，
我劝
倷不要养，千万不要去养。养了以后，被伊拖
牢了。”
“要是伊不适宜（舒服）了，我担心伐？一
）带伊去看毛病。伊
夜天睏不着觉。个末 （
又没医保，
医药费老贵的。”

那么

老谭 ，60 多岁
法国比熊 Léo，9 岁 ，公
辈分 ：“就当小孩养 ”
白色比熊 Lé o 在一群泰迪中格外显眼。
“伊是法国名字。”老谭强调了几次。
之所以起 Lé o 这个“法国名字”，是因
为这是只法国比熊。
）小的，是
“伊有 25 斤。外头那种 （
意大利的。”老谭“科普”了差异。
老谭的养狗月销“千把块”，出门甚至还
会给 Lé o 喷“防虫防臭的香水”。
他的遛狗装备是我们见过最全的。
随身背着的一只挎包里，从宠物狗专用
户外水壶、卫生纸、宠物眼部湿巾，到遛狗绳、
玩具球、宠物零食……简直像机器猫的口袋
一样应有尽有。
我们聊到一半，
开开突然开始大叫。
老谭对着开开教育道：
“不叫，不叫，乖
乖。叫了难看，
要做好朋友，
对伐？”
随手拉开挎包拿出牛肉条，均分给开开、
Lé o 和其他小狗们。

体格

老潘 ，78 岁
泰迪 Pocky，6 岁 ，公
辈分 ：“讲不清爽 ，不去计较伊 。 ”
Pocky 是一只让人过目不忘的小狗，因
为它身后拖着两只轮子，
那是它的助行轮椅。
说起 Pocky 的故事，老潘多少充当了“接盘

侠”的角色。
这狗起先是儿媳送给自己父母的礼物，
因为种种原因，
后来转到了老潘手中。
养到 2 岁的时候，
Pocky 突然发病了。
儿子这才和盘托出，小狗 2 个月的时候
生过“小儿麻痹症”，原以为吃药吃好了，没
想到又复发了。
老 潘 花 了 5000 块 钱 带 Pocky 看 病 无
果，索性给它买了这部助行轮椅。
好在 Pocky 生性活泼。
“伊天生残疾，
但
是一点点没自卑感。开心得不得了，吵吵闹
闹。”老潘的语气里很是欣慰，
“奔起来来得
快，看到人家助动车还要追。”
小狗是“没心没肺”，可苦了照顾它的老
潘。
因为残疾的原因，Pocky 大小便有些不
自知。
“养了狗，
生活规律倒是有的。我早上 5
点钟就爬起来了。”老潘说。
“为啥噶早？有辰光走廊里伊也会拆污，
给人家看到老烦的。所以我每趟出来带支拖
）。”他一边说，
畚（
一边做了个肩扛拖把
的动作。
老潘很识相：
“我纸头都带好，要擦清爽。
晚了假使被人家看到，即使不讲，心里向也恨
来兮的。”
退休前，
他是语文老师，
喜欢看书，
读《聊
斋》、
《三言二拍》，
琢磨社会现象和人生的道理。
“现在这社会就是这副腔调。”老潘批判
说，
“好像有一种虚荣心，大家养狗风。屋里
养只狗，也不晓得代表身份好像高点，还是哪
能。”
“这个社会的现象好像也‘变态’了。买
只狗给爷娘，没事体做！反过来讲，老年人辰
光是有的。小青年呢，确实蛮辛苦的，回到屋
里已经不肯动了。这也是一个问题。”
老潘快 80 岁了，照顾一只残疾的狗狗不
容易，但他从来没想过要遗弃 Pocky：
“掼脱
算啥意思呢？”
“我养伊，
一个是责任；第二个呢，也是对
生命的尊重。”
“责任感”是爷叔提及很多的一个词汇。
或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起狗狗，
自己的眼神里有那么多温柔。
活了大半辈子，爷叔们“辣末生”（
）被小狗触及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表面上，
小狗需要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但反过来，在现代社会，人类又何尝不需
要小动物的陪伴，来抵御寂寞呢？
最后，本文要借此机会呼吁，为了狗狗和
他人的安全，
记得出门牵上狗绳哦。
陪伴不分品种，要是能够领养代替购买，
那就更嗲了。

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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