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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漫话犬文化
● 狗的起源与演变

农历戊戌年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狗年即将来临， 作为六畜之一，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也
是人类忠贞不渝的朋友。 中国古代
就流传着许多义犬救主、 义犬申
冤、义犬报恩、神犬驱邪的故事和
传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不
仅将狗列入十二生肖，还将其视为
最神奇、 最忠实的人类保护神，由
此可见狗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剪纸：李海烽

今天的狗源于何处？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
的问题。
狗的种类繁多，据说有 400 多种，从体
型巨大、性格凶猛的藏獒到小巧玲珑、性情温
顺的宠物狗，不同犬种之间差别巨大。这些脾
性、外形迥异的动物最初究竟来自何处，这个
问题难倒了大批研究者，就连《物种起源》的
作者达尔文对此也无计可施。
梳理古今中外专家学者的不同观点，狗
的起源大致如下：
一、远古野生狗的后代。 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猎杀、分享了大型动物后，野狗也会闻风
而至，寻觅被人类丢弃的动物骨头和残留。经
过漫长时间的进化和磨合， 野狗与人类之间
建立了一种亲密、依赖和合作的关系，它们为
了获得食物，可以帮人类狩猎、放牧甚至看家
护院，野狗逐渐进化为家犬。
二、由中国狼、印度狼、欧洲狼和北美狼
驯化而来。这些狼驯化为不同类型的狗，目前
全球各地常见的犬种， 大都是由这些不同类
型的狗繁衍而来的， 这种观点与如今犬种的
多样性非常吻合。
三、狼、豺等犬科动物杂交的后代。狼、豺
等犬科动物基本形态相似， 杂交以后可以繁
育后代。当人类处于原始狩猎游牧时代时，经
常在宿营地附近丢弃大量的废弃食物， 吸引
了大批犬科动物在此觅食， 人类后来由游猎
转为定居时， 这些动物仍在人类活动区域出
没。经过长时间的进化，这些犬科动物逐渐变
成人类社会的附属，并演化成今天的家犬。
按照以上几种观点， 今天的家犬是由远
古时代的野狗、 狼和豺等不同犬科动物进化
演变而来，但事情真相究竟如何，科学界并未
达成共识。

● 义犬的故事和传说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笔记、文学作品和民

间传说中，有很多关于义犬的故事，这些与
主人患难与共的义犬常常让人感慨，这也是
如今人们喜欢养宠物的一个主要原因。
晋代《搜神记》卷二十有则《义犬冢》的故
事，说三国时有个叫李信纯的人，养了一条狗
“
黑龙”。李信纯很喜欢这条狗，“行坐相随，饮
馔之间，皆分与食”。
有一天，李信纯在城外喝得酩酊大醉，醉
倒在路边草丛中。太守出来打猎，看见田野里
的草很长，就派人放火烧草。狗看见大火向主
人烧过来，就用嘴拖拉他离开，但醉中的李信
纯一动没动。附近有一条小溪，狗就跑进溪水
中浸湿身体，然后回来将水洒到主人身上，如
此往返多次，主人得救了，“黑龙”却累死在主
人身旁。
李信纯醒来，了解了当时的情况，悲伤地
哭了起来。太守十分怜悯这条狗，说：“
犬之报
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于是让人备
办了棺材衣服把狗安葬了。
满族也有一个义犬救主的传说。 相传努
尔哈赤年轻时曾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
任职，后来李成梁要杀掉他，努尔哈赤仓皇出
逃，被义犬所救。努尔哈赤不忘义犬舍身相救
之恩，遂告诫后世子孙，对狗永远不许伤害。
满族人对这条戒规世代相传， 据说至今不吃
狗肉。 关于这段传说，清史学者阎崇年在《明
亡清兴六十年》一书中曾经提及，可见流传甚
广。
近代人们比较熟悉的义犬可能就是甲
午海战中邓世昌的狗了。 当致远舰被日军
鱼雷击中将要沉没时， 管带邓世昌与全船
官兵 250 人同时坠海。 部下扔给邓世昌救
生圈，但邓抱必死之心，坚推不就。 晚清的
海军军官大都是留洋出身，生活西化，邓世
昌在舰上养了两只狗， 此时也随主人一起
坠海。 据史料记载：“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
乃衔其臂不令沉没。 世昌推去之。 此犬竟游
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 世昌终于抱犬同
沉。 ”

春节期间开销大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跨行通”受青睐
临近春节长假， 无论是经商资
金回笼，还是年终奖、红包转账等，
不同账户的闲散资金， 难以统一管
理并充分发挥集中理财效益， 南通
市民对资金归集的需求愈加迫切。
记者通过市场调研发现， 中国民生
银行手机银行率先推出的跨行账户
管理和资金归集服务——
—
“跨行通”
一直广受好评。 近日，为回馈广大客
户，民生银行组织开展“跨行通体验
享金礼”活动，鼓励更多客户体验便
捷、高效、实惠的资金归集服务。
据悉， 我市市民签约民生银行
跨行通， 即可手动实时或按约定自
动定期将本人在他行账户的资金，
归集至签约的民生卡上， 实现对个
人不同账户上的资金统一管理。 归

集后的资金可在民生手机银行购买
丰富的投资理财产品， 充分发挥聚
合资金集中投资理财优势， 实现资
产增值最大化效益。
为引导更多客户在春节期间体
验民生手机银行跨行通一键管理他
行账户资金的便捷服务，即日起至 3
月 16 日，民生银行推出了“跨行通
体验享金礼”活动，客户通过该行手
机银行首次签约跨行通且转入 666
元（含）以上，将获赠 30 毫克直销银
行民生金。
为打造客户青睐的手机银行，
近年来民生银行秉持“手机随身，民
生随行”服务理念，不断创新丰富功
能服务， 由自助交易平台逐步转型
为集“吃住行购娱”于一体的综合金

两只义犬也与主人一道名垂青史。

● 古诗文和小说里的狗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我国养狗历史悠
久，又是诗的国度，所以中国古诗里咏及之处
特别多。 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刘长卿的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了，内容我们非常熟悉：
“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
夜归人。 ”
中国古诗中描写犬吠的诗句数不胜数，吕
徽之《咏犬》诗写道：
“风恬月朗眠花影，吏不叩
门门户静； 何事晓来吠一声， 有人采汲门前
井。”月朗星稀的夜晚非常安静，卧在花影中睡
觉的小狗突然叫了一声，抬头一看，原来是常
来汲水的老熟人，于是又倒头睡去。此外，还有
陆游“
喔喔鸡鸣树，狺狺犬吠篱”、陶渊明“狗吠
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刘长卿“
犬吠寒烟里，鸦
鸣夕照中”等等，都描绘了一幅恬静、悠闲的田
园风光。
与诗歌相比，中国古典小说里狗的形象出
现不多，有名有姓者大概只有《西游记》里的哮
天犬在《西游记》里，哮天犬是二郎神杨戬手下
神兽，曾一口扑倒过孙悟空。 哮天犬在民间俗
天狗”，古代科技不发达，人们以为日食、月
称“
食现象都是天狗在作怪，古代出现日食、月食
时，老百姓有敲打锣鼓赶天狗的习俗，至今坊
间也还有
“
天狗吃月亮”的俗语。
其实哮天犬的原型是中国传统的猎犬细
犬，豢养细犬在我国由来已久，至少已有几千
年的历史。 细犬主要有山东和陕西两大种系，
山东细犬也叫山东细狗，产于山东聊城、济宁
一带，体形呈流线型，体重 30 公斤左右，头长
而狭窄， 既有很强的爆发力和持久的耐力，又
有极好的柔韧性，可做猎犬，也可做看护犬；陕
西细犬主要生长在关中地区， 头小腿长腰细，
体型与猎豹极为相似，也是非常优秀的猎犬。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狗不仅仅是一种动
物，更是一种符号和象征。
王凯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南通分行

融和生活服务平台。 除常见的手机
转账、跨行汇款、投资理财、贵金属
交易、网点排号等传统金融服务外，
还推出生物识别（指纹）技术登录、
虹膜支付、ATM 扫码取现等新兴金
融服务。 同时，持续升级优化日常生
活场景应用， 打造丰富便捷“生活
圈”，为客户提供话费充值、手机维
修、生活缴费、挂号问诊、签证办理、
景点门票、境外退税、在线商城等囊
括“衣食住游购娱” 各方面生活服
务。 目前，民生手机银行客户数已超
过 3000 万户，客户交易活跃稳居商
业银行第一梯队，并荣获 2017 年度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
“
最佳手
机银行”、《每日经济新闻》
“卓越手
顾永平
机银行”等多项大奖。

给孤寡老人送年货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南通分
行志愿者服务队在行长宋青春、副行长羌徐敏的带领下，来
到和平桥街道，送年货、拉家常，让孤寡老人们提前感受到
了过节的气氛。
据了解，这已经成为该行的“固定节目”。 每逢端午、中
秋、 春节等传统节日， 该行都会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到敬老
院、社区、街道等地方慰问孤寡老人，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
的关怀和温暖。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自入驻南通以来， 始终坚持服务群
众的宗旨，勇担社会责任，在关爱老人、关心社会弱势群体
等公益事业方面不遗余力，坚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向社
长行
会传递爱心正能量。

渤海银行南通分行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张国锋获评总行
“民生零售人物”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中国民生
银行南通分行喜讯而至。 南通民生
天山花苑社区支行行长张国锋，作
为南京分行辖内唯一代表喜获总行
首届“
民生零售人物”荣誉称号。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网红张国
锋，拥有 CFP 国际金融理财师证书
和基金销售资格。 他和他所在的天
山花苑社区支行 2015 年荣获“南京
分行 2015 年度优秀小区店长”“南
通分行先进集体”，2016 年荣获南
京分行“开门红” 活动“增存能手
奖”、 南京分行“市场营销能手”称

号 ， 2017 年 获 得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2016 年度百家优秀网点 （便利型）
奖、 南京分行零售社区网点精英俱
乐部高贡献高成长奖第一名， 2018
年当选中国民生银行首届“民生零
售人物”。
2014 年 12 月 27 日， 拥有 20
年零售工作经验的张国锋， 毅然选
择在南通天山花苑社区支行进行崭
新事业的开始。 他仅用 9 个月，使该
社区支行金融资产成功破亿元；仅
用 1 年半时间，达到 2 亿元，成为了
南通首家突破 2 亿元规模的便利型

网点；仅用两年半，成为了南京分行
异地首家突破 3 亿元规模的便利型
网点。 截至 2017 年末，天山花苑社
区支行金融资产再创新高， 当年新
增 1.8 亿元，达到 3.6 亿元，新增贡
献列全省社区支行第一。 除了自身
辛勤努力， 张国锋行长能够充分发
挥民生银行直销银行的强大优势，
推动社区支行经营转型， 让民生银
行如意宝产品深入社区居 民 的 人
心，成为民生银行的忠实客户，并将
民生银行作为他们的主办行。
民萱

成功举办新春纳福活动
日新月异雄鸡去，国泰民安玉犬来。 值此新春佳节到来
之际， 渤海银行南通分行举办了一场喜庆祥和的新春纳福
活动。 该行邀请南通著名书法家周时君先生，现场为客户们
提笔纳福。 随着周老师不断挥毫泼墨，一幅幅笔法精湛的福
字和新春对联在大家一片称赞声中诞生了。
在客户们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 该行客户经理还向客
户介绍了最新的狗年贵金属产品。 通过图片欣赏、 文字解
说、实物鉴赏等方式，向客户全方面多角度地展示了该行代
理的精美贵金属产品。
渤海银行南通分行通过精美的书法作品和喜庆的产品
表达对客户朋友们深深的祝福， 希望每位新老客户在新的
渤宣
一年里，吉祥如意，工作生活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