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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天长，虽属安徽，但在高邮
湖西岸，与扬州地缘相近，因此在生活习
惯和饮食上更接近苏北地区。从菜肴来
看，应该是淮扬菜系。小时候在家乡，并
没有觉得家乡菜有什么好吃。不过那时
也没有其他可比。走出家乡几十年，一
年才回去那么几回，年纪也渐渐老去，因
此对家乡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是对家
乡的菜肴有了更多的体味。

我的家乡是有几道名菜的。说名
菜，也只是当地有名。小邑名气不
大，所以菜肴走得不远。我们引以自
豪的是这么几道：樱桃肉、烩鱼羹、
秦楠老鹅和天长素鸡。

今年春节回乡，在小孩舅舅家吃
饭。舅奶奶 （小孩舅妈） 做了一桌子
菜，其中有两道可圈可点，特地记下。

鱼圆杂素汤。主料：鱼圆、皮肚、粉
皮、蛋皮、木耳，加少量莴苣和胡萝卜。
这个菜主要是鱼圆，但配料配得很细。
蛋皮要摊，还要切成三角状。木耳最好
是东北黑木耳。粉皮以我县杨村镇的为
佳，皮肚更不易得。外地人不一定知道
皮肚为何物，简单说就是猪皮过油（油
炸）之后晾干。我母亲一辈子菜烧得好，
年轻时还给人家“上锅”（做大厨）。她在
桌上边吃边说：“皮肚要在平时，到哪里

去买呀！”说明平时是不多见的。
杂素汤上桌之后，还要撒上胡椒

粉和青蒜叶。不厌其多。
这个菜的色彩很好看，红、绿、

黑、黄、白。小孩舅妈说：“放胡萝卜
就是为了提色，这样好看。”

看来不仅要好吃，也要好看。
粉羹。这个菜的特点是几个“丁

子”：粉丁子、茨菇丁子、蛋皮丁子和
咸肉丁子。所谓“丁子”，就是切成很
小的方块。以粉丁为主，不然怎么叫
粉羹呢。

它的做法是：将油烧热，咸肉丁
先炒，也可以说是咸肉丁先炸。咸肉
在油里炸，把咸肉的香味炸出来 （这
很重要，主要是要炸出肉香）。之后放
水，再将粉丁子、茨菇丁子、蛋皮丁子倒
入。放一点点盐（已有咸肉了），其他什
么不要放（可以放一点点的糖）。

粉羹，可以说是淮扬名菜，也是
民间的一道名菜。在我们家乡，过去
人家家里办事 （红白事），办酒席，第
一碗上的就是粉羹。

粉羹的特点是清爽。很丰富，看
起来就比较有食欲。

吃粉羹要用勺子舀，这样才过瘾。
（本版图片来自百度）

氤氲的雾霭中，远天慵懒地撕扯出
一丝丝斑斓曙色。狡猾的露珠固执得
很顽皮，一个个逞疯似的，躲也躲不开，
争先恐后地扑到脚面上。我的鞋已经
湿透了，呱呱地，一迈步，像踩到若干只
青蛙，发出一声高似一声的惨叫。

一清早我钻出热被窝，就被迫出
发了，去那个叫薯花飘乡的地方秘密
寻找那个叫朱一阁的低保户。

薯花飘乡在县城东南，挺偏僻，
虽然只是100多公里的路程，但下了柏
油路，还有一段很长的土道，夏天雨
水多，路很不好走。

可我，却一连在这段土道上走了
10天。

我们民政局接到群众举报，说该
乡民政助理黄翔虚拟低保户，骗取国
家财政补贴。我作为局里的纪检书
记，奉局长之命，特意秘密查访此事。

这些天，我深入农户，认真逐户
地核实，摸排工作已近尾声。

这 时 ， 局 长 来 电 话 催 促 我 ， 我
说，摸排工作马上结束，基本可以排
除匿名举报信里说的种种可能。

然而，我错了，等查到补贴名单
上最后一户——薯花飘乡119号时，我
却一时找不上这户人家了，118号吴老
二下一户根本没有人家，只是一处低
矮的猪舍。我傻眼了，探问周围群
众，他们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119 号，这个户主怪怪的，叫朱一
阁。

我无法相信黄翔贪污的事实，反
反复复地审视着名单，想从中寻找蛛
丝马迹，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没办法，我只得走进了村委会，
悄悄找到了村会计，从他那里拿到村
民花名册，逐一查找，可还是没见朱
一阁的踪影。

一晃儿，夜幕就悄然降临到这个
小村，暴晒了一整天的薯花这时散发
出阵阵幽香，我顶着一弯小巧的月牙
儿，疲惫地踏上归途。

我低着头，在心里反复掂量着这
个事儿，筹划着怎样向领导做个交
代。突然，从身旁的马铃薯田里冷不
丁地窜出一物，着实吓了我一跳。我
抬头一看，竟是一头大黑猪。

我 深 深 地 喘 了 口 气 ， 拍 了 拍 前
胸，安抚我那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以为是什么怪物？原来是猪一个！
妈呀，猪一个——朱一阁！
回 到 局 里 ， 我 匆 忙 走 进 了 局 长

室，紧张地对局长说，老大，我调查
清楚了，朱一阁并不是一个人！

局长不高兴地说，你说什么呢，
难道他还是两个人不成？

我说，也不是两个人，您反复念
叨一下！

朱一阁——朱一阁——猪一个！
难道举报人对黄翔的举报是事实？领
导若有所思，渐渐地面露惊异之色，
然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我回答说，正是！
这还得了，你火速带检察院的同

志过去，看这个胆大包天的黄翔这几
年到底贪污多少低保户的补偿款！

事不宜迟，我坐着检察院的车，飞
驰而去。不一会儿，车就到了。为了快
速带走黄翔而不打草惊蛇，检察院的同
志坚持开车穿越土道，没想到车一上坑

坑洼洼的土道就打误了，车轮越陷越
深，老是原地打转，就是开不出来了。

无奈，我们不得不惊动村民了。
招呼来附近的村民来帮忙，车还

是推不出来。我是知道的，村里那些
年纪轻轻的男女都外出打工了，剩下
的全是些老、弱、病、残，哪有什么
力气？我们一筹莫展，个个唉声叹
气，咒骂起这该死的土道。

村民说，还是去118号特困户吴老
二家找黄翔吧，虽然他也正扛着病，
但他请来给猪打针的兽医却年轻有力！

我看看实在没辙，只得快步跑去
吴老二家。

果 然 ， 在 吴 老 二 家 边 上 那 处 猪
舍，我发现蜡黄脸的黄翔正陪着兽医
给吴老二那头瘦弱的病猪打针。

黄翔一见是我，忙过来握手，我
没理他，说你快忙吧，我还有事儿。

黄翔和兽医打完针，跟我走了。
一路上，年过半百的黄翔如泣如诉，
唉声叹气，全是关于这个病病歪歪的
吴老二和他那头一样病病歪歪的猪。

原来，80多岁的孤寡老人吴老二体
弱多病，只和一只小猪相依为命。不
想，几年前竟然又得了脑血栓，吃了不
少药，生活越来越窘困。虽然国家有政
策，对老人有了照顾，黄翔也给他办了
低保，可那点钱对一个常年体弱多病的
老人却是杯水车薪。黄翔看在眼里，苦
在心头，看看吴老二那头病弱的猪，没
什么文化的黄翔计上心来。

节 外 生 枝 ， 颇 费 了 黄 翔 一 番 踌
躇。为多给吴老二弄点钱，黄翔违反
规定，编造了一个找不到的人名，119
号——猪舍；朱一阁——猪一个，因
此还单列了一个户头。

回到局里，我眼含热泪，在局长办
公会上汇报了此事。最后，提到对薯花
飘乡民政助理黄翔的处理，大家一时竟
鸦雀无声，局长竟也没了言语。

第二天，局长带着全局干部去了薯花
飘乡，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现场会，批
评了黄翔的极端做法，但同时也为吴老二
捐了款。局长还自掏腰包，亲自补上了国
家财政对“朱一阁”的各项补偿款。

越过浩瀚的大洋，我先辈“展
翅”高飞，用汉字划破了北美长
空。

史料记载，中文书籍首次进入
美国的准确时间：1904 年圣路易
国际博览会。据国会图书馆所编入
的 《圣路易赛会中国捐赠书目》，
有经书、韵学书、诸子书、算术、
历法书、兵书、医学、史部丛书、
地方志、地图、诗文集等。

先辈，在新大陆的蓝天下，让
正宗的汉字，满载着华夏文明和华
人智慧的书籍，在北美大地上确立
了中华民族的位置。纵深历史，穿
透未来，秉承，发扬，孰来担纲？

开拓文学原荒，我伏案秉笔的
记录留在了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那时，写出的文章想发表，唯一途
径就是在自己的居住地台湾同胞所
创办的繁体字中文报刊。

国门提闸，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浪潮，新大陆的 6 类移民和留学
生，纷纷涌来。继而，简体字的纸
媒体从少到多，其间跨度并不漫
长。有了简体字的发表园地，来自
祖国大陆的各路文学爱好者颇感欣
慰。我们，终于能以惯用的简体字
来书写昨天、今天和明天了。

上世纪的 1994 年，山东友谊
出版社为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涌进
新大陆》。是年的11月18日，该书
总编跟我说：“到目前为止，这类
书籍国内只出版了6本，你这是第
7本。”

5年后的1998年9月29日——
10 月 8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福建省泉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承
办的首届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
会，在华侨大学隆重召开了。国内
的出席嘉宾：王蒙、铁凝、金坚
范、陈忠实 （已故）、舒婷、叶
辛、方方、赵玫、彭见明、刘醒
龙、郭雪波、白舒荣、曾庆瑞、赵
遐秋、刘登翰、葛骞等 26 位。与
诸位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学者相
较，美国出席的来自大陆的新移民
作家只有王性初、少君、许赤婴、
宗鹰、展我和我。我们几位，谁和
谁都不是一个组织，基本上都是首
次见面，形单影只，研讨、座谈也

是各说各话。遗憾，受邀的陈瑞琳
因孩子太小，而未能赴会。她若去
了，我们的团队还能壮大一块。

叹，散兵游勇，各自伏案，各
行其是，各走各路，定格了那年间
的新移民作家实况。

时光荏苒，如今，用中文写
作的华夏儿女已遍布新大陆。一
批批新移民作家，在美利坚的国
土上奋笔疾书，抒发情感，回望
故园，关注社会。是兴趣加爱好
给了作家们坚持写下去的毅力和
决心，是自揽的社会责任赋予了
作家们秉笔直书、不惑不惧的勇
气和担当。在美利坚的蓝天下传
播华夏文明，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为加深了解、相互激励，文
学团体、作家协会便林立于美洲
大地的东西南北中。

然因，新大陆幅员辽阔，距离
疏远了情感，阻隔了交流的欲望，
各处协会基本上都只是自己活跃自
己的群体。

海外的“大雁团队”，何日成
行？凝聚，从分散中靠拢。

群雁高飞头雁领！
自然现象：每一群大雁中，必

有一只领头的雁。它，当是群雁中
的最强、最富有担当的那一只。它
必须要冲在最前线，顶着气流，乘
风穿行。

大雁在飞行时即会本能地呈
“人”字型，前进中，头雁是最累
的。因为它要为后面的大雁创造有
利的上升气流，使整个雁群的飞行
效率提升70％。

在不管思想也不管饭，一切都
须用英文的国度里求生存，把一
天、一年、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海外华文文学及作家们
的研究、评论，并撰稿著书，却几
乎没有报酬的工作，几人愿做？把
散落在全美各地的作家群体组织起
来，形成大雁团队的支柱力量，这
只头雁，你竟在何方？

寻觅，从这里着眼。
北美著名评论家陈瑞琳，在

《“衔木”的燕子——海外新移民
作家的文化“移植”之路》中留下
这样的墨迹：“那个年月，冬雪解

冻，春江乍暖，一群群骚动的燕
子，怀着衔木填海的心愿，凌越了
国门，朝着未知的海岸线飞去。岁
月荏苒，历尽漂泊的风雨，青春的
激情化作反思的慨然，家国的失去
却伴随着生命移植的丰沛，于是，
他们提起笔，开始写属于这一代人
独有的故事。先是有孤啼在空山峡
谷中回响，渐涌出散兵四野，进而
彼此呼应，方阵才随之显现。携手
精神的同路，呼唤者心有相约，待
原野风吹草底，各路的笔耕人能策
马聚首？”

2014年11月14日至16日，为
纪念新移民作家笔会成立 10 周
年，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在
南昌召开。近 60 位海外知名华人
作家代表，应邀出席。如此规模，
从无到有，“群雁”成行成人字，
凌空展翅，高歌前行，“头雁”们
所倾注的心血，将有春秋作证、文
字记载。

撰写新移民文学史记，当从这
里着墨。

1999 年美国 《侨报》 副刊开
辟“新移民作家扫描”专栏，陈瑞
琳就负责撰写，前后采写介绍了数
十位新移民作家，大大推动了北美
新移民文学的创作热潮。

2005 年，她和融融一起主编
了《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
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书中
入选了 46 位作家的点评，有 24 位
是她伏案撰写的。

随后，她相继出版了评论专著
《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星星数不
清》《衔木的燕子》，主编了《当代
海外作家精品选读》，主持了 《海
外作家巡礼》 为 17 位作家作了详
尽的介绍。之后，她又在汉纳网站
设立了《陈瑞琳的日志——美洲作
家榜》，不辞辛苦地推出23位作家
的作品与其耗尽心力所撰写的评
论。

日前，她又整理出近 10 万字
的《回首“新移民文学”发展历程
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从1987年至
2017 年 ， 30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 查
找、搜集、归纳、核对，加上新移
民笔会首任会长少君和几位同路人

的些许补充，记录新移民作家在异
国他乡建立组织、创办杂志之坚辛
跋涉的足迹，就此印在北美大地
上。

陈瑞琳对北美文学和新移民作
家的付出，不是我所想起的几个事
例，几部作品就能概括一览。她对
文学的挚爱，对新移民作家的重视
与奉献，可谓竭尽全力。

值得留墨：北美有个文心社。
自 2000 年 11 月，该社在美国新泽
西州注册成立后，17 个春秋的倾
心倾力，施雨社长把自己都给累

“老”了。
2003 年，夏雪和施雨携手创

建了北美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纯文
学网站。到目前为止，文心社员在
该网站所贴出的文章近9万篇。为
使网站主页栏目清晰、美观整齐，
把社员发到网站后台的文章，细心
整理、精选、编辑，再搬到主页的
工作，从几乎都有施雨担纲，到完
全归她一肩独撑，从 30 多岁就扛
起这份超负荷的重担，一直苦干到

“知天命”了。仅此一例，足以证
明，施雨舍己为社的功绩，何止啧
啧称赞！

我在《从无到有靠谁人》一文
中写道：“……在抬眼尽是大老美
的生存空间里，在毋须抱有实现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前提下，低头挣
钱，过好自家的小日子，不是错
儿。毕竟，自私是动物的本能，无
私则不是天生天降的。耗时劳心，
不计个人得失地为一群人废寝忘
食，那是怎样的人？”

还有您们，在新移民作家举步
的征程上，国内的陈公仲和白舒荣
老师及多位专家学者，那是一路引
领、一路提携、一路帮扶。

不会忘记，为新移民作家尽
奉心力，各协会负责人与杂志主
编们也一直在不间歇地忙碌着、
承接着，为新移民文学史记续写
辉煌。

飞行中，当头雁感觉不能再承
受时，便会退居二线，它后面的一
只大雁便自动顶替。如此往复，传
承接续，使整个队伍充满活力，直
到永远。

一提及渡船，脑海里最先浮现
出的，竟是沈从文先生《边城》里的
画面：青山绿水间，那凭一根横跨溪
流的缆绳串着的小木船，还有小木
船上清秀可人的摆渡女子小翠。“哎
——过河啰！”山对面，溪水边，有人
叫渡了。小翠似山间清风一般，从
山上小木屋里飘然而下，轻轻盈盈
地上了船，伸出白嫩的双手，抓着缆
绳往前拉，渡船在她的拉动下，离对
岸便越来越近了……

沈先生笔下山溪间的渡船，带
给我的是一幅美妙动人的湘西风情
画，是一杯醇香可口的美酒；也令
我忆起苏北平原上那纵横交错的河
汊间，我那非常熟识的小渡船。

儿时的记忆里，渡船只是一种
交通工具。它能载着我和伙伴们，
过了一条河，一条挺大的河噢！然
后，上得岸去，一蹦一跳，到村上
小学校里念书。

家乡河汊上常见的渡船，有两

种——一种是有人摆渡的，摆渡人
用船篙，或者用木桨。这样的渡
口，一般通外乡外村，过往频繁且
渡口又大，没人摆渡不行，于是，
乡里就有人干起了摆渡的营生，过
渡客随手丢下几枚“铅壳子”（硬
币的俗称），便上了船，过了河，
继续赶路。挺便当的，花几分钱，
乐意。摆渡人，便从这来来往往的
渡客的手缝里，挣到居家过日子的
开销。与种田相比，这种营生另有
一番辛苦，风里雨里，炎夏寒冬，
懒不得，闲不得，否则人家会骂
的，自己良心上也过意不去。然
而，吃的不就是这碗饭么，怎么能
间断呢？不是说，百年修得同船渡
么，在摆渡人看来，和这些陌生人
相遇、相识，实乃缘分也。干这一
行，好处也不是没有，摆渡时日久
了，自然会有一些熟客，从他们嘴
里能听到外边一些新奇的故事、新
鲜的事物，闲谈闲聊之中开了眼
界、长了见识。要是更熟识了，晓
得哪位渡客时常从哪儿来、往哪儿
去，便可以托其办点小小不应的事
情，熟人熟路，颇便当。摆渡有收
钱的，也有不收钱的。不收钱，渡
客自然更满意，同时也亏不了摆渡
人。这种渡口，摆渡人是公家选派
的，每天都给工分，和大集体在生
产队上干活的村民一样的工分标
准，并非白干。

另一种渡船叫无人渡船。这
“无人渡船”，是靠渡绳拴着渡船。
渡船两端钉有铁环，拴绳用。渡绳
一头拴在铁环上，另一头则系在岸
上的木桩上，或者临近河岸的树干
上。如此反复，渡船的两端都有了
通往岸边的渡绳连接。需渡河的
人来到岸边，蹲下身来，顺着岸边
树干 （或木桩上） 上的渡绳，用手
一把一把地往身边拉，随着身边渡
绳愈堆愈多，渡船便离你愈来愈
近，等渡船靠岸，便可上船，再蹲
到另一端船头，重复先前在岸上的
动作，用手拉绳，渡船便向对岸前
行，送你过河。由这样的渡口过
河，值得注意的是拉渡绳时用力要
均匀，用力过猛容易拉断渡绳。此
外，所拉渡绳，堆放要有序，不能
乱，一乱，你拉另一端渡绳时，堆

着的渡绳便不能及时回放，亦容易
断。因而，细心的渡客，无论是上
船还是下船，均把堆着的渡绳重新
放回河水之中，以免绳乱。虽说烦
点，但保证了渡船的顺畅，岂不是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这种渡船，一到冬季便添了不
少麻烦。西北风刮得呼呼的，鹅毛
大雪在天上飞飞的，蹲在家里手都
怕往外伸，这种天气渡河，暖和和
的手拉着冰冷的渡绳，那滋味自然
不好受，哪还有心思顾上得理顺渡
绳，不经意间，渡绳便断了。这稻
草拧成的绳子本来就不怎么结实，
冰水一冻，更脆。上了船的上不了
岸，来到岸边的过不了河，这样的
事情常有。村干部要是负责的还好
说，立马让人将渡绳或结上，或换
新的，要是不负责的，那渡口何时
能用，说不准。

往村里小学去的路上，隔着的
那 个 渡 口 恰 恰 就 是 个 “ 无 人 渡
船”。我和小伙伴们每天上学下学
要拉两趟渡绳。夏季时节，渡船给
我们不少乐趣。我便和小伙伴们，
剥下身上的汗衫子、裤头子，一个
个小泥鳅似的，纵身下河，得意地
来几个“狗爬式”，之后再攀了渡
船，浮身出水，随船而行。船上的
伙伴们拉绳前行，河水拍打着渡
船，发出好听的声浪，碧清的河水
抚摸着我的身子，好不惬意噢！上
学下学的路上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
的游戏，平添些许童趣。

然而好景不长，秋风一紧，落
叶满地，严冬便来了。一到冬天，
那渡船便不怎么可爱了。上学下学
的道变不了，还得渡了河才能去村
小念书。只好苦了自己的一双小手
了。冰冷的河水，刺骨地寒，没拉
上几把渡绳，小手便冻得通红了。
冻得实在受不了时，便哭起鼻子
来。天再冷，哭得再苦，河还得
过，学还得上。怎么办？一群孩子
当中，算我家堂哥岁数顶大，大伙
儿眼巴巴地望着他。也真亏他挤眼
睛抽鼻子，想了个主意：几个小伙
伴一人下冰水拉一把渡绳。这样轮
流着，免去一个人连续拉绳，冷还
是冷，毕竟好多了。我和其他伙伴
一样，轮到拉绳时，便用力抓了渡

绳，咬着牙，不住气往岸上拉。虽
说很快上了船，然而往对岸拉则费
劲多了。那渡绳通通拉上了岸，再
拉下来，自然不那么容易。这刻
儿，事情就来了，渡绳卡在岸上，
断了，船上人一不留神，有跌下
河的，有摔进船舱的，顿时乱作
一团，好不凄惨。要是再碰上大
风，那简直就糟透了。大风刮得
渡 船 在 水 上 直 打 转 ， 漂 漂 荡 荡
的，一群八九岁的孩子哪经得住
这般吓，等神色稍稍稳定下来，
定睛一看，渡船早刮到几十丈远
的外垛田上去了，要不是垛田上
弯弯的凹处，好避风，渡船还不
知漂到哪儿去呢。垛田是个什么
所在？那是村上的公墓地，平日
里上去都汗毛竖竖的，这冬季去
更添一股寒气，阴森森，怪怕人
的。孩子们哭爹喊娘，在孤岛一
样的垛田上，无处求救。不知要
过多久，等老师发现少了学生，
村民发现渡船丢了，这才闻讯赶
来，将一群冻得浑身直筛糠的泪
娃儿接回去。这么一折腾，大半
天的功课便耽搁了。说实话，乡
村教师都挺负责任的，都能及时
给孩子们补上落下的课。在家长
的千恩万谢中，老师还是离开了
学生的家门，从不轻易叨扰村民
一餐的。

等到渡口上架起一座蛮像样
子 的 水 泥 板 大 桥 时 ， 我 家 搬 过
河，住到村子里来。其时，我亦
到外村念中学。此后，再也没有
乘过那条渡船。那作为交通工具
留在儿时记忆里的渡船，如今已
和沈从文先生笔下湘西山溪间的
渡船一样，成了我脑海里的一幅
美丽的风情画。尽管当时我和伙
伴都无法去体味“百年修得同船
渡”所蕴含的一切，现在细细想
来，那段时光，那群伙伴，那风
风雨雨，教会了我们很多很多。
我完全可以自豪地告诉人们，家
乡河汊上那两端拴绳的小渡船带
给我的，同样是一幅美妙动人的
风情画，同样是一杯醇香可口的
美酒。只不过，这画是生我养我
的苏北水乡的风情画，这酒是滋
我润我的乡河水酿成的家乡酒。

群雁高飞头雁领
□宋晓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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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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