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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上“新闻挖挖哇”，于美人说了
一句话，我觉得挺生动：“哪一段婚姻，不
是缝缝补补的呢？”

我心中暗暗接上的一句是：“更多的婚
姻，都是千疮百孔的呀！”

算一算，我结婚整整十一年，要迈入第
十二个年头了。在这其中，我们吵过架、打
过架；吵外遇、闹离婚；有甜蜜思念、也有
苦涩委屈；生下了小孩、也拿过小孩 ……，
就是这样的酸甜苦辣，倒也过了这麽些年。 

婚姻到底是什麽？我经常问自己。 
我看到过、参与过的婚姻，其实只有我

父母的。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对婚姻的
憧憬或是破灭，总是由自己的父母开始。我
的公婆在我们婚前就已经离婚了，虽然，婆
婆这些年来总是盼望着破镜重圆。 

在我心目中，我爸爸妈妈可以算是幸福
的一对。虽然爸爸脾气暴躁，每次一发起脾
气来总是大吼小叫，让我们觉得妈妈很可
怜；但是，爸爸的脾气来得快、去得快，每
次吵架的隔天，总会看到爸爸在家扮小丑，
嘻皮笑脸的讨妈妈欢心。也因此，他们的吵
架经常像是一出出闹剧。 

大概在我小一的年纪吧！有一次他们吵
架，我妈一边哭一边在房间整理行李，说要
带我去台北。爸爸坐在客厅里，明明头上在
冒烟，却还屏气凝神的在看书。幼小的我很
紧张，在房间与客厅来来回回的跑着，一边
跟爸爸报告：“妈妈已经在收衣服了！”“
妈妈在装箱子了！”“妈妈要去台北不回来
了！”一边跟妈妈哀求：“妈妈，你不要走
啦！”可是，两个人都不为所动，我急得如
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正当我哭哭啼啼的跟在妈妈后面，眼看
着妈妈提着行李箱要走出大门时，那个坐在

客厅里看书、沉默的老爸，忽然一个箭步冲
上前去，拦在妈妈前面，身高比妈妈高20几
公分的爸爸，不知道什麽时候，左手已经拿
好钉锤、右手拿着钉子，双手一伸、越过了
妈妈的头顶，把我家的大门“砰砰砰”的钉
了起来！ 

矮小的我躲在门下，愣了半晌，然后破
涕为笑。虽然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麽吵架，
但我觉得爸爸真是厉害，他把门钉起来妈妈
就走不了了！他怎麽想得到这一招呢？我妈
妈也是一脸的惊愕，然后在门前忍不住就笑
起来了。 

当然，隔天，门上的钉子就拔掉了，但
是我家门上那两个小洞，足足让我们谈论了
好多年！ 

后来我们搬了家，又有一年，在我高中
时，有一次周末回家，弟弟得意的把挂在门
上的西装移开，向我展示门上的另一个大
洞。 

不用说，那又是一次我爸妈吵架的痕
迹。原来，起因只是因为爸爸在院子里，风
把门吹得反锁了，他一直叫我妈，我妈在楼
上却没听到。爸爸一发火，去工具房取了铁
锤，把门敲破一个大洞！后来，我弟弟还领
着巷子里的小朋友，排队前来我家观赏“门
上大洞”之奇观！ 

长大之后，我跟妈妈经常闲聊，有时
候，她会跟我抱怨，父亲又胡乱发脾气，气
得她很想在外面买一个小套房，老了之后一
个人搬出去住。可是，当两个人一起出去看
表演、爸爸牵着她的手陪她在社区里面一圈
又一圈的散步时，妈妈又会带着像小女孩崇
拜偶像一样的神情对我说：“你爸爸除了脾
气坏，什麽都好！他很有骨气、很聪明、又
有学问，以前追我的男人，没有一个比得上

你爸爸！”
爸爸妈妈吵吵好好的渡过了30多年

的婚姻，妈妈在55岁那年病逝。 
妈妈过世之前，在医院住了将近半

年的时间。那段时间，我亲眼见到，爸
爸每天下班后就直接到医院去，亲手喂
妈妈吃饭、更衣、按摩、如厕、喂药，
两百多个日子，没有一天间断。妈妈过
世之后，爸爸买了一对骨灰缸，每天在
家里整理妈妈生前的遗物。我们把桃园
的大房子卖了，爸爸扛了好几麻袋的遗
物回来，他把妈妈手写的每一张纸条、
照片，用本子一本一本的贴起来。 

终日消沉的爸爸对我说，他是念科
学的，不相信有鬼神，妈妈走了，他也
不知道他活着还有什麽乐趣。一度我很
担心，怕他有什麽万一。 

还好，后来，爸爸又遇到了阿姨。
两个失去了老伴的人，互相有了倾诉的
对象，枯萎的灵魂又再度的复活。我跟
弟弟妹妹，都很感激阿姨的出现，认为那是
在天上的妈妈保佑，不忍心看到爸爸如此痛
苦，所以把阿姨带到他的身边。 

然而，脾气暴躁的爸爸，这回依然改不
了他的个性，两个人一吵起架来也是个天崩
地裂，有时候我忍不住劝他们：“都这样的
年纪了，还有什麽好吵的呢？”偏偏两人还
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可是，吵着吵
着，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爸爸的第二段婚
姻、两个不完整家庭的重新组合，也堂堂迈
入了五个年头。 

我遗传了爸爸的火爆脾气。虽然我是女
生，但一发飙起来，夸张冲动之行为，比起
我爸爸来，不遑多让。就跟我妈妈一样，我
先生是个笑口常开、乐观开朗的好脾气先
生。也因此，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的吵吵
好好，需要常常缝缝补补。 

婚前同居时，妈妈一直觉得丢脸，频频
要我赶快结婚，以免每次大楼的管理员问
她“你的儿子、女儿”时，妈妈都觉得不知
该怎麽解释。妈妈对我说：“一个愿意帮
你洗衣服、洗碗的男人，你还要挑剔什麽
呢？”我心想，反正结了婚也还是可以离
婚，也没什麽好怕的！于是，我就为了“给
楼下管理员一个解释”而结婚了！ 

婚姻到底是什麽？结婚后的每一年，我
都不停的在问我自己。 

婚姻到底是为了制造出两个像我们的小
孩？还是为了要一起存钱买房子？ 

婚姻是因为相爱的两个人想要一辈子在
一起？还是只是因为怕老了之后没有人照顾
自己？

婚姻是为了保障彼此合法安全的性爱？
还是下班之后有一个家？ 

婚姻是彼此的心甘情愿？还是彼此不得
已的责任？是彼此的承诺？还是彼此的约
束？是彼此的依靠？还是彼此的负担？是彼
此的亲情？还是彼此的爱情？ 

我一直都想不太出答案。 
有一次我在“国光帮帮忙”形容，婚姻

就是两个走在钢索上的男女，必须要有危险

的恐怖平衡，才能继续的下去。狄莺对此非
常不以为然，她认为老公的爱就是婚姻必要
存在的全部。我反驳她：“世界上没有一个
人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除非那个人很短
命。”我不认为婚姻里应该没有任何的诱
惑、犯错，我也不认为婚姻里应该没有任何
的失望、苦涩。 

要维持婚姻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是，两
个人都想要维持这段婚姻。 

无论是婆媳不和也好、外遇绯闻也罢，
打架动粗、或是没有子嗣，让婚姻不能持续
下去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中一方不再
想要这段婚姻。 

否则都还可以持续下去。 
只是，结婚十多年了，你偶尔会想不起

对方的好处，只觉得他现在缺点一箩筐。 
只是，结婚十多年了，你偶尔会忘记对

方婚前的样子，只记得他现在的秃头大腹。 
只是，结婚十多年了，你常常会不耐烦

听他的话，只因为他说的话你都知道。 
只是，结婚十多年了，你常常会不在意

他在做什麽，只因为反正他也搞不出什麽名
堂。 

你忘了，现在被你嫌弃的他的父母，正
是调教出你当初爱恋男人的推手。 

你忘了，现在被你讨厌的他的沉默，正
是当年吸引你的稳重。 

你忘了，现在被你抱怨的他的冷漠，正
是因为你的不在意。 

你也忘了，现在被你嫌弃的她的多话，
正是当年你被吸引的热情。 

你也忘了，现在她的样子邋遢，正是因
为她在为你养儿育女。 

你别忘了，现在她虽然不复从前的浪
漫，但是她却是你最忠实的伴侣。 

我还是不懂婚姻的真谛。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我又病又丑又老又

臭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牵着我的手。就
像，我爸爸对我妈妈那样。

（作者：陈安仪 文章摘自网络）

现 实 与 无 奈 ， 福 州 人 偷 渡 去 美 国 的 一 生 < 1 >
如果你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人！基本

从小就要被父母灌输一个出国的理念！上学
父母叫你其他的学得好学不好无所谓！但是
英文要学好！

等你长大了！你的父母就叫你拿着你的
护照找那些蛇头（狗日的）了！在蛇头这边
是最干脆的！不带考虑的！

一切就等蛇头（狗日的）通知你什么时
候可以出发了！到了海关那里一拿护照就叫
你去办公室先问话再说其他的！似乎我们福
建人就是该死的！

在走线的路上还要受到一些外国人的欺
负！吃不饱！睡不好！白天还要跑！顺利的
话直飞墨西哥！背点的就要翻山越岭到墨西
哥还要过条河才到美国！

过边境的时候就跟国际通缉犯一样还要
看看有没有police！在没有police的情况下就说
明你可以过边境了！那就恭喜你已经到了美
国的土地了。而我还有和我一起走的几个就
背点被police抓到了啊！police的第一句话就是
问：“Chinese?”我们只能点点头！就跟他们
去了移民局！就这样被关押了一段时间！看
你个人的运气关的时间长短！亲戚为了你交
了保金！你就顺利到了美国！

来到福建人少活几年也要来的美国纽约
唐人街！所说的遍地是黄金！一看我去你妈
的！还不如一个福建的一个区！见到亲戚！
吃顿饭，第二天就要去：“介绍所去找工作
了一份工30﹩”就这样我们就得去上班了！

到了店里面老板就开始生怕你干不死！
一天就让你站的干活！最好你什么都会做！
工资还要低点！一干不好老板就把你骂的

狗血领头！你P都不放一个！你还要跟他说
sorry！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干吧！家里一句
话：“家里有事需要﹩﹩﹩﹩﹩﹩﹩﹩！”你就得马上
就要去找家西联汇款﹩﹩﹩﹩﹩﹩﹩﹩

出来几年了总算帮蛇头干了几年啦！到
为自己打拼了！也到讨老婆的时候了！福州
有个习俗娶老婆礼金要三万三现在好像要
五万三美元了，所以娶个老婆比买房子还要
难！那价钱就跟炒房地产一样！！这样一看
还是买房子好啊！还可以分期付款！讨老婆
还得全部过完！虽然美国现在是狼多肉也多
的时代了！但是肉贵啊！买不起啊！还得埋
头干！等你有了五万三！人家都为美国老板
的儿子生完孩子了！女的来美国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找个有自行车《绿卡 餐馆店，车》！
找个自行车店的人嫁了再说！

老婆现在还没有能力讨了！我们只好先
把身份弄了再说吧！又得为律师楼先干上一
年的工吧！见庭！上庭！还要穿个西装打个
领带！好看吗？真他妈的悲哀啊！搞的跟去
送葬一样！一脸愁眉苦脸的表情！就差哭着
跪着求法官大人给个身份吧！一次又一次的
往律师楼跑！就跟自己家一样！到了拿身份
那天感动的比结婚还要激动！现在身份拿
了！也该回去看看父母了吧！摸摸自己的口
袋！“唉！”还是去介绍所看看哪里的工作
好吧！干到差不多的年龄的时候，就开始犯
职业病了：腰痛的、胃疼的、脚后跟站的不
行的！

终于有钱回家！该看的亲戚看了！该给
的美钞给了！到自己去找医生的时候了！让
中国的医生再拿去一点钱！最后一点点钱

给父母吧！父母一看你的口袋也没有什么钱
了！就叫你自己省着点花吧！切记：回国没
上几万﹩就不要回去！免得丢脸！

有家庭的男人出国去了，也差不多！跟
没有家庭不一样的是：帽子带的比谁都高！
为什么呢？问问别人都知道福建的万八嫂（
万八骚）老公在美国往死里干活！她给你在
大陆也往死里干（男人）！一个电话美国的
老公就给万八骚打美金回来了！从次往后你
在大陆找牛郎！男人就在美国马杀鸡《嫖
妓》！看你找的牛郎多！还是他鸡杀的多！
这个就是大人说的你过初一！我过十五！就
这样美国害的一个美好的家庭妻离子散了！
来鼓掌！美国真好！

就这样男的在美国也不务正业上完班休
息的一天不是马杀鸡去就是去Casino试试手气
怎么样！背点的输完了！就开始到处借钱！
为了钱想方设法去借。拿！就这样Credit越来
越坏了！人见人怕！怎么死了都不知道！

移民家庭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了！有的
父母在美国开了不同程度的餐馆，有的是好
赌的什么也没有给孩子留，叫孩子自己打拼
去！总比偷渡的好少了几万的帐！还可以直
接拿身份！那些世家子弟那生活就是天天纽
约夜店K粉！打卡！

如果问纽约的福州人有多少，答案可能
是十万，也可能是五十万。官方人口普查的
数字在纽约的华人大约有十万人。

而根据美东福华商会会长王家音先生的
说法，大纽约地区约有100万华人，其中50万
人是福州人，主要从事餐馆业。他说美国任
何一个角落都有中餐馆，而中餐馆中都有福

州人，有这么多人在那里却统计不上来的幽
灵人口，必定带来相应的问题。参加论坛的
劳牧师说纽约医院华人精神病患中百分之八
十是福州人，除精神病之外也有二十多岁就
得癌症的。

王家音：“好几万背在身上，己经发了
好久，有些人被老板抄了几次鱿鱼就发神
经”。他说由于背负著几万元的债务很多人
借了利息来美国，餐馆工作时间又长，竞争
激烈许多人压力很大。王先生来美18年也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每天只睡二个小时，
有时二天不睡觉。

福华移民律师事务所的欧阳先生说，福
州人来美国的暴发性增加是92年开始的，“
从第一代偷渡到第二代才开始移民。这个时
间是非常短的时间。”他说靠近闽江口一带
出海方便，一上船就可以到美国，不经过任
何关口，因而偷渡人口剧增，来美之后面临
各个方面的压力，债务、语言不通等等；由
于身份问题，福州人一直不敢站出来和主流
接触。

坚苦的条件带来家庭问题，两个人都做
工往往顾不上孩子，把子女送回国由老人
带，或者小孩放任交上坏朋友，做为纽约中
华企业协会共同主席国际青年领袖基金会顾
问和亚裔治安委员会皇后区顾问的王家音先
生提到：给福州人解决身份需要社团方面出
面，如美国主流社会向中国使馆施加压力，
而中国广播网台长陈惠女士不同意他的观
点，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未完。本文摘自天涯论坛海外华人
版，作者“竞争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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