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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阿 伊 欧 姐 妹 会
（上接2015年9月4日B2版）

二
我为看到的情景吃惊不已，真想不到姐妹会

的女孩们还有这样玩乐的。都说麦当娜放荡，其
实那是冤枉了她，因为她不过是把美国角落里的
情景搬上了MTV而已。

Rush一周过后，阿伊欧开始进入了正常日
子。也不知道最终有多少新的会员加入了，朱丽
叶把一张很大的阿伊欧全体会员的半身照片荟萃
贴在了墙上，个个都摆着利于自己显美的角度，
做出千娇百媚的姿态，笑得露出贝壳一样洁白的
牙齿。大家没有事情时，就围着照片指指点点。
负责维修的杰夫来到阿伊欧的时候，总是坐镇在
厨房里，让他的帮工去外面干活，他就坐在大桌
子边跟我们说说笑笑，内容大抵与女性和性相
关。他看到新贴的那张照片，就站在那里上下左
右端详起来，然后说位居当中的詹妮弗最漂亮。
他的眼光并不独到，大家早就这样认为了。詹妮
弗的脸蛋就像西西公主一样，无论如何都挑不出
半点遗憾。

厨房的一溜窗户朝南，正好面对着外面的草
坪。下午，秋天的太阳不温不火地挂在中天偏西
的时候，阿伊欧的姑娘们就三五成群地拿着毛
巾，谈着笑着，到那片草坪上铺好毛巾，斯斯然
往身上擦了防晒油，然后就戴着墨镜，慵懒地躺
着晒太阳。厨房低，草坪高。所以，从厨房看出
去，她们似乎就在天际挂着一样。杰夫如果这时
候在厨房，就要一一品评过去，说这个乳房丰
满，那个玉腿修长……有一次，听到保洁工吉玛
在医院里呆了两天，都没有生下孩子来，他就很
有心得地说，这时候，sex（性交）可以帮助。

到了阿伊欧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为这六十来
个小姐准备饭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务。我是洗
碗工，但是洗碗只需要饭后的两个小时就打发
了。其余时间，我当然不能闲着，也不愿闲着。
我打着下手，跟着一起准备菜肴。朱丽叶是头
厨，所以她负责准备一个星期每顿的菜谱。准备
了之后，就把菜谱贴上墙，让大家照着做。帮了
几个星期的厨，我发现阿伊欧的菜饭其实是千篇
一律的，不管朱丽叶做出如何精心的样子，坐在
大桌子边皱着眉头设计菜谱，有时候还装模作样
从书里寻找答案。蒸玉米、蒸鸡胸、蒸胡萝卜、
蒸青花菜、烤土豆、意大利面、再加上沙拉是变
也变不出去的花样。到了周末，更是简单。朱丽
叶不设计周末的菜谱，由克里斯想当然地决定。
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好突破的。

自从来到了阿伊欧，我就没有了周末，因为
周末也要工作。不过，我却仍然期待着周末。在
阿伊欧的周末尽管是在劳作的名义下度过的，却
没有劳作的重负，相反，倒有着休闲的色彩。

周六的早上，校园里静悄悄的，学生们多还
没有从前一夜的派对癫狂中复苏过来，缠绵在
床，放任时间的流逝。我穿过几乎整个校园，一
路上小鸟啁啾、松鼠弄姿，人影又罕见，就觉得
我是那个清晨里校园美色的唯一占有者。到了阿
伊欧，克里斯多半已经在那里。大家都不忙着做
事，自己先选择了好吃的早餐吃了，然后就坐着
荤荤素素聊会儿天。

他整天做着发财梦，也鼓捣我去做发财梦。
还对自己评价道：“我的优点是善于激励人，有
领导才能。”有段时间，他在我的耳边吹传销
的神奇，还一定要借给我一本介绍Amway传销
致富的书，我不得已，就拿了过来，早晨上厕所
时，就坐在马桶上看几分钟。看了两天，兴趣还
是没有调动起来，就把书还给了他。后来，他又
借给我一本书，还眉飞色舞地说，那本书是畅销
书，很多百万富翁在成为百万富翁前就是看的这
本书。那本书叫着《如何走向富裕？》。于是我
又多花了好些坐马桶的时间，看来看去，觉得那
本书其实讲的就是精神胜利。书中郑重讲道，要
富裕，首先要做梦，要在精神上先建立富裕的自
信。作者讲的做梦其实就是一种暗示，起床睡前
都得喊三声：“我要发的，我要发的，我要发
的。”久而久之，就练成了致富的性格和气质，
于是，富裕就不请自来了。我当然没有那样幼

稚，连貌似科学的《穷爸爸，富爸爸》，我都
不当一回正经事，何况这种近似于迷信的书。

看着时间快到十点了，克里斯才一声令
下，开始做早中合成餐。鸡蛋液是现成的，把
三大盒鸡蛋液从冰柜里拿出来，然后往一个长
方形的金属盒子里倒去。再把一大袋玉米粒也
从冰柜里拿出来，也倒提着袋子把玉米倾倒进
金属盒子里。然后，就把这两个金属盒送入蒸
箱里，再把时间定成半小时。Pancake（一种烙
饼）几乎是雷打不动的食品。克里斯把一大盒
Pancake粉拿出来，按照盒子上的配方兑好水，
再用金属丝把把面糊调匀后，就在一个平面状
的炉子上烙饼。我则在这时候把装沙拉的平台
车推到餐厅里，把各种盒装的cereal（速食早
餐）拿出去，放在平台车上。再把橘子汁、苹
果汁、含脂牛奶和去脂牛奶也拿出去。柠檬汁
不是从柠檬榨取的，而是用一袋柠檬味的粉跟
水兑成的。也许柠檬汁造价便宜，所以每次都
是用一个方形的大桶兑上满满一桶。再下来，
我开始把青甜瓜和黄甜瓜切成一瓣一瓣，再等
距离切上几刀，最后，贴着皮横切过来，一个
个小方块就脱颖而出了。

往往在这个时候，妈姆出现了。穿着她那
件蓝条白条相间的厚重睡衣，头发还纷乱着，
趿拉着拖鞋，愁着脸。一望而知，她才从被子
里爬出来。克里斯迎上去，道一声早安，然后
就问她要吃什么。妈姆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一
样--煎鸡蛋。每次，克里斯问了她，我就预
先知道结果了，不过，克里斯还是要不厌其烦
地问。妈姆总是说：“煎鸡蛋，要很嫩。”她
的所谓嫩，就是生，要弄破外围的蛋白后，蛋
黄能够自由地流淌出来。克里斯每次都不敢怠
慢。他把一个小铝锅放到炉头上，倒入油，把
鸡蛋打下去。让文火慢慢把鸡蛋煎熟而又保持
饱满的形状。鸡蛋煎好了，克里斯再把两个才
烙好的饼放在一个小盘子里，上面倒了糖浆，
跟鸡蛋放在一起，然后就送到妈姆的房间里
去。妈姆再出来的时候，是送盘子回来。她仍
然穿着睡衣。一天中她就呆在她的洞窟一样的
房间里，陪着她的狗看电视。烟抽尽的时候，
她就要使唤克里斯出去买一包。有时候，她
想换换口味，就叫克里斯到麦当劳去买一个双
层的奶酪饼。她的生命在她那间黑房间里发霉
和流逝，我们好像有些惋惜，却又不惋惜，因
为我们是她这种生活方式的受益者，她的这种
生活方式让我们可以痛饮着自由的美酒，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她在阿伊欧是最高行政长官，
是这片领地的女王，却又从不抽出权力之剑炫
耀。实质上处于自治状态的阿伊欧却运转自
如。东方古老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在这个王国里
得到了某种伸张和证实。

油炸的土豆块也是必不可少的。土豆块都
是半成品，一盒两盒拿出来，然后一片一片放
在油锅里炸至两面焦黄。不做烙饼的时候，克
里斯就要做法式面包。把牛奶跟蛋液兑好，然
后夹住一片白面包在里面打个滚，再放到平面
炉上两面烙一烙，就成了可口的法式面包。

跟克里斯搭档做了不久，对这些菜肴的制
作过程就了然于心了。克里斯不时会半玩笑半
认真地对我说：“郑，以后我不干了，你就可
以做厨师了。”我马上表示我没有野心，谦虚
地回答道：“哪里，我晚餐还不能应付呢。”
他认真地建议道：“你可以做中国炒菜啊。中
国炒菜肯定受欢迎。哪天我跟妈姆说一下，先
做一次尝试尝试。”

克里斯果然当着我的面，极富感染力地跟
妈姆讲了这件事。朱丽叶在阿伊欧干了好多
年，她设计的菜谱转来转去已经山穷水尽，所
以妈姆就一拍即合，同意由我担纲搞一次中国
之夜。克里斯本来还建议晚餐开始的时候，用
录音机放几段中国民乐，烘托一下气氛。我想
了想，不敢张扬造次，怕姑娘中有人不接受中
国菜，出现过敏反应。我对克里斯说：“按说
还应该挂中国的大红灯笼呢，就怕有的人反
感，还是搞简单一点。就做中国菜就行了。如
果她们不喜欢，我也不会觉得太难堪，以后还
可以安安心心老老实实地洗碗。这就像婚礼

太奢华，以后离了婚倍觉狼狈一样。”他就笑
道：“你说得对，很有道理。”

朱丽叶就遵照妈姆的指示把中国炒菜加进
了菜谱当中，于是，那一天，我洗了中餐的碗
之后，就一个华丽转身，成了晚餐的主厨。

中国菜是个博大精妙的系统工程，一着不
慎，满盘皆输。从备料开始，我就不能容忍其
他人的插足。朱丽叶问我，是不是可以帮我切
菜。我看过她切菜。她左手拿着小南瓜，右手
拿着一把匕首状的刀，一刀一刀从外向内对着
自己肚腹的方向切削下去。速度且都不论，是
否安全也且不说，只说那手起刀落后落下的瓜
片厚厚薄薄，偏偏斜斜，看去如此扎眼。但美
不美也都不论，关键是这样形状不一的菜下了
锅，受热不均。所以，我对她说，我从头到尾
包下来，她可以干其它事，甚至是她的私事。
于是，她就真的在电话机那里去忙着她的买卖
狗儿的生意去了。我把青花菜、小南瓜、甜椒
拿到案板上，然后拿着一把跟中国菜刀相仿的
刀，就像战士拿起了久违的钢枪，我飞快地切
了起来。厨房里顿时就响起了打击乐一样紧密
的节奏，听得我心花怒放。刀工其实也是中国
功夫，在其它菜系里还没有像中国的刀工这样
出神入化的。我觉得我就像是在一个大舞台上
表演着绝招，面对着看得傻了眼的观众，我得
意非凡。其实，这时候，我可能是我唯一忠实
的听众，最多还有一个一心二用的听众。过了
好一会，我觉得朱丽叶站在了我的旁边。我侧
头看了她一眼，她不解地问：“哇，难怪你不
让我干呢。”我得意地一笑，顺手挥刀在空
中一比划，做了一个潇洒的亮相。她用身体撞
了撞我，笑着问道：“你娶我吗？”我吃了一
惊，却不知如何回应。心里却在笑道：“要真
是美丽传说中的那个朱丽叶呢，我可能还会动
心。你这个朱丽叶嘛。嘿嘿，倒贴我，我都得
躲开。”我不接她的话，却突然发现今天炒
中国菜还需要一些起码的佐料。我对朱丽叶
说：“对了，可以到外面去买一点姜、蒜还有
青葱来吗？”她爽快地答应了，就出了门。

炒菜的时候，却为难起来。天然气炉头有
四个，分布在两尺见方的平台上，而且火力
都不是很大。为六十多个人做中国菜，需要旺
旺的大火，就像餐馆那样。各式各样的锅挂在
从天花板上垂下的大钩上，我在锅丛中寻找了
半天，却没有一口适合炒菜的大铁锅。朱丽叶
把一个长方形的深底金属盆找了出来，问我怎
样。我把金属盆放在炉头上，正好覆盖着两个
炉头。也只有这样了，就当成一次野炊吧。解
放军都可以用工兵铲煎蛋，用钢盔烧汤，我为
什么不可以用这个金属盆和这两个小炉头做一
顿中国菜。

主意打定，我开火做菜。在大方盆里放了
油，然后把姜蒜放了进去，翻了一下，待香味
扑鼻，就把切好的蔬菜放了进去。一下盆里就
都是蔬菜了，听不到劈里啪啦的热烈不说，还
半天不见热气冒出来，我开始暗暗叫起苦来，
心想今天大概做成猪菜了。又等了老半天，用
大瓢戳进深处把菜翻了翻，才见几丝热气不情
愿地冒出来。我也不管它，再放了些盐、醋和
香油，等到菜几乎焖熟了，再放进葱段。然
后，出锅。菜舀到一个盛菜的盆里，怎么看怎
么不像是我做出来的。菜色不鲜，岂止不鲜，
看上去泛着黄色，简直就是猪菜。我都想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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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芝加哥领馆覃参赞一行访
问IU

芝加哥领事覃菊华、李晓峰和
陈炳君一行9月9日-10日访问IU布鲁
明顿校区，并于9月9日晚跟IU创业
代表、社团代表和IU教师代表以及
布鲁明顿华人媒体代表见面、并共
进晚餐。

IU在US News发表的大学
年度排名上上升

在US News发布的第31次年度学
院排名中，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
校区在公立学校中排名第29，在所
有各类学校中排名第75。这两个排
名都比去年上升一位。另外，IU商
学院本科项目排名连续第三年排名
全美第10。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到
IU演讲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于9月
16日到IU作题为“美中：挑战和机
会”的演讲。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大
幅贬值，中国股市上下剧烈振荡，
从而引发了世界股灾。这个演讲可
谓恰逢其时。

IU拨款三亿资助研究项目
IU计划在五年内，拨款三个亿

资助3到5个项目，对世界面临的淡
水短缺、资源短缺和传染病等问题
进行研究，帮助人类面对挑战、改
善生活环境。

电子信件比电话留言更有
意义

一般认为，电话留言比电子信
件更有意义，因为留言会通过声调
口气表达更多的内容。但是，IU
商学院的教授 John T. Chambers 领
衔的团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恰恰
相反，电子信件比电话留言更有意
义。他们用皮肤感应器测试脚和面
部在收到电子信件和电话留言的反
应，发现收到电子信件时，受试者
更激动。其中缘由大概是电子信件
要经过字斟句酌，所以无论是情书
还是其它功利性的信件，在意义传
达上都会比电话留言更周到完善。

第三届印第安纳热气球节
在梦露郡节日广场举行

由中南印第安纳Kiwanis俱乐部
主办的印第安纳第三届热气球节，
为期三天，于9月13日结束。节日期
间，巨型风筝、五颜六色的热气球
和激情的音乐会把节日气氛推向极
点。

到等会儿的情景：一盘原封不动的菜
被朱丽叶端回来无情地倒掉。

后来证明我对姑娘们的胃口缺少
起码的判断。中国炒菜最后只剩下了
一星点汤汤水水。姑娘们还以为阿伊
欧 那 天 到 外 面 的 中 餐 馆 里 专 门 订 的
菜，好几个姑娘进来要求以后再订，
当 知 道 是 我 做 的 后 ， 就 对 我 连 连 夸
道：“Good job（干得好）!”。我
的处子秀获得了绝顶成功。阿伊欧最
美丽的姑娘詹妮弗回来的时候，晚餐
已经过去。如果事先告知，厨房都要
为误了晚餐的姑娘留下饭菜。我打开
冰 箱 ， 把 写 上 她 名 字 的 那 盒 菜 拿 出
来，递给她。她当即打开一看，嗔怪
道：“so little！（太少了）”嫌少，那
就对了，也许她已经听到关于晚餐多
么美妙的传言了。我不无得意地笑了
一笑，说以后多留。

——待续——
（版权文章，转载请联系本报.图

片截图自“Sexy ant the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