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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阿 伊 欧 姐 妹 会
（上接2015年10月2日B2版）

四
做了一段时间炒菜，我自己先觉得乏味

起来，就向妈姆建议道：“我还可以做饺
子呢。哪天就换换花样吧。”她听了，就
说：“好，好，好。我信任你。”一连三个
好外加一个信任把我鼓舞得心花怒放。我就
真的干了起来，而且还照着中国的传统方式
干，除了用和面机，其它都完全手工操作。
厨房里也有擀面杖，但那是做匹萨饼用的，
大而笨拙，里外一般平，就像一个轮子。擀
面杖是我从郑圆圆那里借来的。她说，想吃
饺子，哪天到她家里去吃就是。我说，我是
为阿伊欧的六十多号人包饺子呢。她就笑
了，说我一个南方人，做红案也就罢了，还
霸到了北方人的地面上，做起白案来。“嘿
嘿”，末了，她意味深长地笑了两声，好像
已经看到我出丑了似的。她不知道，我在东
北工作了两年，别的都不说，就这做饺子的
功夫还真的学了个透。

用和面机和好面后，我先擀起皮来，擀
得飞快，三下两下，就是一张圆圆的皮。看
得旁边新来的洗碗工威廉一声声“啧”、
“啧”。他想帮忙，我说：“好，把手洗
了，来试试。”他真的就洗了手来了，我把
擀面杖让给他。看他臂膀浑圆，力大无比，
擀了好久，一张皮就是出不来。我示范了几
次，他终于擀出了皮，却是不规则几何形状
的。他只好两手一摊，说他干不了这活。我
对他说，找不到活干的话，把油锅里的油换
了，再去餐厅里吸尘去。

拌馅其实才是整个饺子制作工序中最具
有技术含量的一环。我选择了白菜馅。在肉
末里加入青葱、姜粒，再跟杀了水的白菜末
和好，又加进一些西红柿丁，再加入盐、香
油和刚才挤出来的白菜汁。搅拌好了，用手
蘸了点馅尝了一下，这才放了心。

饺子快包好的时候，几个姑娘进来了，
又问“What’s for dinner？”我叫她们过来
看。她们绕过柜子走过来，看到摆在案板
上一行行的饺子，就惊叹道：“哇，饺子
啊。”又说：“好漂亮啊。舍不得吃。”一
个姑娘赞叹道：“像月亮。”另一个姑娘不
同意，说：“像船。”我乘机对她们普及
道：“其实这个形状是中国古人用的钱，吃
饺子象征着好运气呢。”另外一个姑娘就笑
道：“那，等会儿，我要多吃。”离开的
时候，一个姑娘说：“你们中国人真了不
起。”我在心里想，这话其实不错，虽然是
在夸中国的饮食文化，但中国的饮食文化
中，倒是沉淀了中国人的种种智慧的。难
怪古人会有这样的体会：“治大国如烹小
鲜。”

那天的饺子再完美不过，餐厅里像过年
一样热闹，惊呼声一阵一阵传来，好几个姑
娘还进到厨房里来专门表达谢意。要是她们
有敬酒的习惯，我那天晚上肯定会被灌醉放
倒的。后来，我野心愈益膨胀，又寻思着做
了四川凉面、武汉的热干面、扬州的炒饭和
南京的小笼包。面条是从超市里买来的，大
约因为细，就有个芳名，叫“天使的头发”。
本来怕那面条不地道，结果把中国的制作方
式跟西式的原料一嫁接，却获得了意外的成
功。我唯一的担忧是吃了饭之后，她们如何
消灭浓烈的蒜味去社交。想到这一层，我忍
不住捂着嘴笑，有点做了恶作剧后的快意。
一个姑娘刚舀了炒饭，不等坐在桌子边，就
递了一勺到嘴巴里，马上就欢呼道“Yummy! 
Yummy!”等到吃小笼包的时候，我不得不示
范她们，先在包子上咬个小孔，然后用嘴对
着小孔把汁啜尽，才开始吃包子。有个姑娘
嘀咕道：“啊，啊，就像吸血鬼一样。”不
过，大家哄笑着都照办了，四周就响起了啜
吸之声，之后自然又是一阵惊呼。

有天，妈姆兴高采烈地来到厨房里，假
牙都没有来得及装上，嘴瘪瘪地对我说：
“印第安纳学生日报打电话来，要采访你。
你答应不答应？”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过
来，当然很高兴。高兴之后，又有些手足无
措。以前在故国时，老去采访人，却从来没
有体会过被采访的滋味。原来，当个受访
人，还会如此的不轻快。我对她说：“他

们 说 了 要 问 什 么
吗？”她说：“没
有细说。不过肯定
不是太复杂，花不
了多长时间吧。”
我就说：“好吧。
叫他们来。”

记者是一个人
来 的 ， 穿 着 牛 仔
裤，挂着相机，仿
佛我在街头边遇到
的一个行人。不像
我以前出去采访，
穿得就像新郎官一
样，先就把采访气
氛搞紧张了。他问
我中国菜好吃，却
又 难 做 ， 其 中 原
因 是 什 么 。 我 答
道：“中国菜是综
合 的 ， 西 方 菜 是
分 析 的 。 所 以 ，
中国菜靠的是感觉，难得标准化。西方菜靠
的是理性，配方、温度和时间都是可以标准
化的。”又问我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吃如此重要，烹调如此精致。我就说：“吃
在哪里都重要，只是西方没有对吃精致化而
已。中国对吃重视，对制作吃的过程更讲
究，认为烹调其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组成部
分，还体现了治国治民的道理。所以，中国
的烹调才会演变得如此高深博大。”末了，
他问我以后会不会去开自己的餐馆。我一
听，却为难了，说不吧，又已经把烹调说得
像哲学一样高雅。说是吧，却真的从来没有
想去开餐馆。我顿了一顿，含糊地答道：“
也许会吧。”

第二天，对我的采访就登出来了，还登
出了我穿着围裙忙碌的照片。徐九虎打电话
来恭喜，说：“哎，成名人了啊。”我得意
地笑道：“是吗？上那报纸的人多了去了，
要上去都成了名人，那名人就跟牛屁一样
不值钱了。”郑圆圆也打电话来，一边笑，
一边说：“哈，你还真能折腾啊。以为你不
会包饺子呢，结果你这一包，就成了新闻人
物。”我说：“也不仅仅是包饺子吧。”她
就笑道：“挺得意的嘛。从卑贱的洗碗工成
长为著名的大厨了。”

金羽那天晚上一直在为我激动，又回到
了以前那个老问题，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建
议道：“干脆去开一个餐馆吧。”我心里从
来不屑这个主意，却一本认真地说：“好
啊，那你先找了一份工作，也让我们有点退
却的余地。同时，我们之间再订一个合同，
你是甲方，我是乙方，你保证五年内不跟
我离婚。”她横了我一眼，说：“你的意
思是，五年后，你大发了，就可以把我甩
了。”我就笑了起来，她也笑了起来。

五
我没有想到阿伊欧最美丽的姑娘詹妮弗

会对我也热情起来。
有一天下午，乘了空挡，我到楼上去收

拾垃圾，一路喊着：“男人来了！”脑子里
想的却是另外一句：“狼来了！”笑意不禁
爬上脸来。在走廊里的储藏间拿了一只黑色
的大塑料口袋，我往卫生间走去。在门口，
我停下脚步，提高嗓门，大喊了两声：“男
人来了。”没有听到动静，我就拔脚往里面
推移。

右边是卫生间，左边是淋浴间。我一进
去，正迅速走向那个大垃圾桶，却觉得左面
有人走来，抬头一看，原来是詹妮弗。她刚
冲了淋浴，用一块大大的白色浴巾把自己
的身体包裹住。我一下不知如何是好。生怕她
把我当成流氓，惊叫起来。我连连抱歉：“对
不起。”她却冲我一笑，妩媚至极。轻轻说
道：“Don’t worry （不要紧）”从我身
边过去的时候，她居然凑在我耳边，小声
说道：“你做的中国菜太好吃了。我太爱
了。”我听得心花怒放，她浴后的芳香也像
清风中吹来的夜来香，撩拨着我的嗅觉。那
个时刻，我仿佛到了仙人谷一样，在迷醉的
美好状态中，看着她像花仙子一样娉娉婷婷

在我的视野里渐渐消逝。
又过了几天，我正在厨房里休息的时

候，詹妮弗走进厨房来，我赶快站起来问
她：“需要点什么吃的吗？”她笑道：“不
是，我已经吃过了。我是来问你一个中国
字。”说罢，她从包里掏出来一张纸片，上
面描着两个喜字合成的那个囍字。我太熟悉
这个字了，可是，怎么读呢？我傻了眼。我
说：“我说，这是两个同样读音的字合在一
起的，拆开读的话，就读Xi，表示高兴、
吉庆的意思。合在一起吗，就是在程度上加
倍了。所以，中国人结婚的时候，往往就要
在新房内外贴上这个字，表示喜加倍了。”
她做出顿开茅塞的样子，说：“真的，难
怪。”我好奇地问：“在哪里看到这个字
的？”她说：“在一个咖啡杯上，那是我祖
父祖母留下来的东西。你知道吗？他们到过
中国，而且是在中国结婚的。”我的兴趣一
下就急促地涌了上来，忙问：“他们在中国
结婚的？太不可思议了。”

詹妮弗一边说：“一句话说不清楚。”
一边把桌子对面的椅子拉出来，坐了下来。
随着她的叙述，我迅速地勾勒起一幅幅画
面，一幅巨大得没有边际的银幕在我的脑海
里呈现，詹妮弗祖父母活生生地从我故国的
景致里走了出来。

她的祖父是传教士，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到中国去传教，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才
返回美国。开始是在广东，并在那里呆了好
多年。在那里认识了另一个传教士的女儿，
两人相爱了，后来就结了婚，那个杯子就是
婚礼上一个中国人送的礼品。新婚不久，他
就被派遣到内地一个偏僻的山区去。那个
地方本来有传教士的，却在一次瘟疫中被传
染，不治而亡。他于是就被派到那里去补
缺。妻子也跟着前往，用她的护士经验帮助
当地山民。

“你知道那个山区是哪里吗？”我有些
激动。多年前，我就听说过传教士在家乡的
故事。其中一个叫沙梅斯的传教士非常有
名。沙梅斯到的那个角落居于山区最偏远的
地方，山民们就像原始人一样生息。沙梅斯
来到后，一边传福音，一边帮助当地人建学
校，还把足球、男女分厕、洗澡堂等等介绍
了进来。后来，这个荒蛮的一角开始有了文
明的痕迹。孩子们开始接受小学到中学的教
育，有的还到了内地去受更高的教育。这些
孩子中，还居然出现了哈佛的博士。沙梅斯
后来长眠在那里，直到现在，他的坟墓前还
立着一块碑，被当地人奉为“大恩人”。

“我也不是太清楚。我家里还有他们留
下来的照片，什么时候我拿来给你看。”我
又问她听说过沙梅斯没有，她摇了摇头。我
接着把沙梅斯的故事告诉了她，讲得结结巴
巴，但显然却没有影响故事的感染力。她似
乎连眼睛都没有眨，听完后惊叹道：“啊，
简直跟耶稣一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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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无关，图片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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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IU医疗集团选择国际建筑设计
公司HOK计划、设计和建筑
新的IU医疗集团布鲁明顿医院

由IU医疗集团官员、医生和护士组成
的委员会从八个建筑设计公司中选择了国
际建筑设计公司HOK，让其负责对IU医
疗集团布鲁明顿医院的新址评估和建筑设
计。据IU医疗集团布鲁明顿医院负责市场
和社区关系的副总裁Teri deMatas披露，该
医院最快会于明年破土动工。

布鲁明顿共和党市长候选人
John Turnbull把市容美观当
成要务

布 鲁 明 顿 共 和 党 市 长 候 选 人 J o h n 
Turnbull表示要把市容美观当成他这一届
政府的要务。Turnbull在走家串户征询民
意的时候，大家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市容
美观。如果当选，他会以IU校园作为榜
样，把市容美观当成要务来抓。比如，要
求商家在店门美观上花更多的努力，在公
共区域禁止竖立标牌等等。

梦露郡在生活标准和教育卫生
方面被评为印第安纳州92个
郡中第2名

波尔州立大学商务和经济研究中心用
联合国颁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对全州92个郡
进行评估，梦路郡以92.09分被评为第2。
汉密尔顿郡占据首位。

IU官方宣布关闭 Alpha Tau 
 Omega兄弟会

IU官方宣布关闭 Alpha Tau Omega兄
弟会。该兄弟会在迎新仪式中，当众让新
会员给异性口交。

布鲁明顿民主党市长候选人
Hamilton表示要建立一个更
公开和更可靠的政府

Hamilton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如果当选，他计划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公共
事务，一周举行一次公开会议，各部门负
责人和他都会参与。同时，市政府预算也
开始实行“参与财政”，让市民拥有更多
的发言权。

IU政府研究中心(The Center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获得
$315,000研究基金

IU政府研究中心从国会图书馆获得
$315,000的研究基金。该项研究基金将为
小学生和中学生开发以游戏为形式的学习
方式，探索代议制政府及其面对的挑战。
该中心跟其它两个机构一道被国会图书
馆选中，为中小学生学习议会和公众参与
方面的主题，开发应用网络和手机的学习
手段。

Cook副总裁和女儿因所乘小
飞机坠毁罹难

10月9日晚上，Cook副总裁William S. 
“Bill” Gibbons Jr.及其女儿所乘飞机在飞
回布鲁明顿的途中，于田纳西西南部的山
区坠毁，父女俩同时遇难。

市区扩容将会成为下一届市长
的一个议题

共和民主两党市长候选人都表示，如
果当选，扩展市区版图将会提到议事日
程。布鲁明顿已经有十年没有改动市区版
图，随着新市长选出，这个情况将可能改
变。民主党候选人Hamilton和共和党候选
人Turnbull都表示，一旦当选，将会把市
区扩容提到议事日程。不过，随着州法律
的改变，只有获得被划入区域多数房地产
属主的同意，该区域才可能并入市区；而
被划入市区，房地产税将会增加。所以，
市区扩容将会遭遇很大阻力。

(Photo source: Daily 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