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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群 （夏威夷）

这年代不缺食物， 但生活在海
外， 缺的是合口味的中餐。

跟随黑鹰号从佛罗里达到弗吉
尼亚， 一路上都是以三文治、 汉堡
包、 冰冷的沙拉、 干硬的鸡块、 炸
鱼或牛排果腹， 我的中国胃扛不住
了， 开始抗议。 Don对此难以理解，
一个人能适应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
怎就改不了饮食习惯？ 我拿不出说
服人的道理， 只知道那是事实。 船
上的厨师没受过中菜训练， 也不可
能为我这个家属改变菜谱。 我常常
是腹中咕咕叫， 看着桌上的食物却
咽不下。 然而， 要在陌生的美国港
口城市， 尤其是以黑人、 白人为主
的地方觅一家中餐馆， 无异于在老
家长沙找一家法国餐馆一样难。 正
宗的， 更是痴心妄想。

他乡雪夜的家乡小馆

翻开电话簿， 居然发现附近有
家中餐馆， 离酒店不到20分钟车程，
且经营川菜和湘菜， 我的最爱。 餐
馆只有个英文名 ， 叫“Wok� N�
Roll” （中文意为“翻炒锅”）， 它巧
妙地利用“Rock� N� Roll” （摇滚
乐） 的谐音和意蕴， 让人不禁联想
到中国厨师炒菜时， 拿炒锅的手上
下抖动， 锅中菜在空中翻滚的生动
情景， 有创意又有谐趣。

谢天谢地， 只要是中餐， 管它
是土名还是洋名。 我感到自己的血
液都沸腾起来。

远远地就看到“Wok� N� Roll”
的霓虹灯招牌在寒夜中闪烁。 我与
Don相视一笑， 推门而入。 只见古
色古香的红木桌椅间满是浅肤色的
白人和深肤色的黑人， 连穿行于桌
间的服务生皆为金发碧眼， 见不到
东方脸面。 中餐馆无华人， 怎么可
能有道地的川菜和湘菜？ 一路上膨
胀的热情顷刻凝固， 我大失所望地
看着Don， 他捏紧了我的手， 耸耸
肩， 一副无可奈何之态。

总不能开着车， 在大雪纷飞的
圣诞夜满街满巷地找中餐馆吃饭吧。
正当为去留犹豫不决时， 四季屏风
后走出一位银发中国老汉， 他中等
身材偏瘦， 白色围兜上方是一张宽
额国字脸。 我的眉头舒展开来。

“你好！” Don用他仅有的几句
中文与长者打招呼， 随即用英文询
问， 这里能否做地道的中国菜。

对方看样子是老板， 满口答应
没问题。 我身上的血液又流动起来。

热茶， 啤酒上来， 老先生亲自
为我们写菜。

“很辣。” Don用中文要求。 我
笑着解释： “我是湖南人， 无辣不
欢， 先生也被同化， 成了半个湖南
人。”

“你是湖南哪里？” 老先生的视
线从点菜本转向我， 问道。

“长沙。”
“长沙？！ 我也是长沙人！ 这样

吧， 我来写几个菜， 菜单上没有的，
好么？” 老先生显然也很激动。

真的？ 太巧了！ 他乡雪夜遇故
人。 今晚有口福了。 一阵狂喜， 周
身血液冲上了头顶。

Don举起啤酒杯， 说： “圣诞
快乐！” 为我们找了个家乡小馆而庆
幸。 我以茶代酒与他碰杯。

过瘾的朝天椒和红烧肉

餐厅里人很多， 几乎坐满， 却
静得很， 人们悄声交谈着， 全不似
其他中餐馆那番喧闹。 两位白人服
务生麻利地穿来梭去， 唯恐服务不

周。 看来， 这里的饭菜蛮受欢迎，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客人。 只是不
知他们吃的是地道的中国菜还是改
良的。

不一会儿， 一盘热气腾腾的菜
上桌了， 芹菜、 香干、 青椒、 榨菜
炒肉丝， 红油辣椒的香辣味直窜鼻
孔。 典型的湖南小炒。 熟悉的味道
几乎将我的眼泪催下来。 十几天来
面对冷沙拉、 干汉堡包或滑腻芝士
意粉的委屈， 被眼前这道开味家乡
小炒冲得烟消云散。 Don夹了一把往
口里送， 嚼两口， 又抓起啤酒杯，
一咕哝喝个底朝天， 且止不住地打
嗝， 一个接一个。

“你说要很辣， 我把自己吃的
朝天椒拿来炒。 嘿嘿， 做湖南人的
女婿， 恐怕你还要加油。 嘿嘿嘿。”
看到Don被辣得脸红脖子粗的窘态，
老板乐了。

“很辣， 但是， 好吃。” 那嗝一
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的， 太辣的菜
就会让他有此反应， 可他还是忍不
住要吃。

跟着， 一盘红烧肉端上。 油亮
的肉皮下一层肥， 一层瘦， 又一层
肥， 又一层瘦。 我细细地品尝， 肉
到嘴里就化了， 也不觉得腻， 是家
里大哥烧制的红烧肉味道。

“老板， 请再来一碗饭。” 好久
没吃过这么合口味、 香喷喷的饭菜
了。 过瘾 ， 真过瘾啊 。 顾不得当
“饭桶”， 又是一碗饭下肚。 想到出
来一躺不容易， 我们又多点了几个
菜准备打包带走。

也曾到过纽约、 费城、 洛杉矶
和旧金山， 没遇到过这么地道的家
乡菜， 我居住的夏威夷就更不用说
了， 那里是粤菜的天下， 中华其
他菜系连影子都看不到。 有正宗
的粤菜也行， 但那只能是异想天开。
不知为何， 中国人到海外来开餐馆，
喜欢改头换面， 好好的中国菜变得
不伦不类， 让国人失望， 也误导外
国人。 他们的解释是 入 乡 随 俗 ，
因 地 制 宜 。 这 些 说 法有些牵强
附会 。 加入一些国际元素没什么
不对， 前提理应是更加丰富自己的
品种， 而不是失去中餐原有的特色
和美味。 还有人认为， 国外缺乏原
材料， 也就影响中餐的烹制。 我以
前似乎相信。 这顿饭以后， 觉得那
也是借口。

毕生难忘的家乡记忆

看我们吃得痛快淋漓， 大快朵
颐， 老先生端来一碟油炒花生米，
一小瓷杯白酒， 坐下来与我们聊天。

“老板 ， 您是哪年离开长沙
的？”

“长沙遭受大火那年。”
“您是说1938年的文夕大火？”
“对。 我那时才七八岁。 爹爹

曾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供职。 记得那
天三更半夜被我娘推醒， 外面火光
冲天， 浓烟滚滚； 家里人声、 狗叫
声吵成一片。 我糊里糊涂被人举起，
上了一辆军用卡车， 全家18口人坐
着大卡车， 从浓烟大火中冲出了长
沙城。” 老先生抿了一口酒， 放下
杯， 扔几粒花生米入口， 边嚼边回
忆说。

“为了逃命， 大人们在军用卡
车上搭了一块帆布， 把整个车身遮
住， 在上面浇上水， 开着车从大火
中冲了出来。 车子开出好十几里远，
还能看到漆黑的夜里血色火焰冲天。
那情景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毕生难忘。 听说大火烧了五天五夜，
百分之九十的房屋被烧毁， 好几千
人葬身于火海。 现在想起来都冒冷
汗。 我们一路逃到四川， 后来又坐
飞机去海南， 由海南坐船， 一路颠

簸到了台湾。 上世纪70年代又跑到
这儿落地生根。 这里中国人不多，
没想到今天遇到了老乡。 来， 干一
杯！”

白酒杯， 啤酒杯， 茶杯在空中
碰撞。

“您后来回去过吗？”
“长沙？ 没有， 打那以后， 再

没回去过。 家里人都出来了， 也没
有亲戚在那儿。 不过， 小时候常听
爷爷奶奶和父母说起在长沙的陈年
往事。 听说那场火是国人误烧的。
若不是那场大火， 我们一家不一定
会离开长沙。 上两代人终生抱憾的，
就是无法回去看一眼， 只能魂撒异
乡……长沙现在什么样了？”

“变化很大， 尤其是近些年的
发展。 我回去都不认识路了。 您印
象中的长沙老城， 在大火后成了一
片废墟， 情形之惨烈， 堪比广岛、
长崎和斯大林格勒。 如今仅从保留
下来的一些街道名称中， 能找回一
点记忆。”

“唉———”
重重的一声长叹， 不知是感叹

昔日长沙城的命运， 还是感叹几十
年来三代人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生
活。 我暗自一算， 老先生应有七十
好几了， 在国内是安享晚年之时，
可他仍在为生计而操劳。 是闲不住
还是时运不佳？ 我不敢问， 怕再度
触及他内心的创伤。

“我从来没向人提及过这些，
也没有机会讲。 今天遇到老乡， 儿
时的回忆一股脑全涌了出来， 话也
多了。” 老先生端酒杯的右手微微颤
抖。 片刻沉默后， 一饮而尽。

纯正家乡菜里隐藏着
的特殊调料

“您没有回家乡去过， 可您的
湘菜怎会做得如此正宗？ 许多中国
餐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 都变了味，
您是如何坚守这份纯正的？”

“不是我坚守， 从小吃我娘做
的饭菜长大， 湘菜只能是这味。 我
开餐馆， 她手把手地教给我的， 我
恋旧， 不愿改变它。 再说， 凡事只
要用心去做， 就能做好。”

“正是因为这份纯正， 满足了
一位游子固执的味蕾。” 我感激地道
谢。

“谢谢你的夸奖。” 他不适应这
样的恭维， 但看得出， 他为遇上欣
赏湘菜的知音而开怀。 “我是在接
父母的脚， 这些菜是家传的， 是传
家宝， 我得好好守住。 我孩子嫌做
餐馆太累， 不愿接手， 我只好撑着，
能撑多久算多久。”

老先生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
味蕾的记忆固然深刻， 但家乡菜里
隐藏着那份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心头
千缠百绕的乡情， 才是他对湘菜
执着的真正原因 。 老先生和其他
厨师做菜的不同之处 ， 是他在每
一道菜里， 注入了一种市场上买
不到的东西———故乡之情。 也就是
他所说的用心。 他烹制的菜里有母
亲的叮嘱， 有父亲吃红烧肉的惬意，
也有他们常念叨的故乡的点滴。 用
这种特殊调料烹制出来的菜， 原汁
原味， 才能打动人的心， 唤起游子
的乡情。

由长沙至台湾来美国， 人生那
段曲曲折折的路可谓越走越远， 远
到已不见来时的路。 然而， 心却频
频回望， 愈望愈近， 抑或， 那颗心
就从未离开过长沙。

走出餐馆， 大雪盐一样密密地
倾撒。 上车前， 我忍不住回望， 看
到“Wok� N� Roll” 的霓虹灯招牌，
在纷纷扬扬的雪夜中， 一闪， 一闪，
似闲愁， 如喟叹。

谭云明

2019年是农历猪年， 我早早许了个心愿： 买一
头土猪宰杀过年， 一则邀亲人和家乡父老“撮” 一
顿， 二则也让自己释然一下难解的“乡愁”。

我的家乡在井冈山革命老区茶陵县， 这里曾是国
家级贫困县， 2018年摘帽了。 我出生的官铺村立中
坊组离我现在工作的京城有2000公里。 自1979年外
出求学、 工作与生活， 离开家乡至今整40年了， 家
乡的亲人仅剩两个姐姐及其后辈了。 虽也常回家过
年， 却从未宰过年猪， 连看也成了一种奢望。 而这之
于我的童年时代， 是最熟悉不过的一道过年风景。

找 猪

刚进2018年农历腊月， 我便与弟媳商议， 请她
在老家物色一头土猪。 不日， 她失望地告诉我， 太
难找了。 对此， 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弟媳解释说，
现在农村年轻人和壮劳力， 多外出打工了， 莫说养
猪， 良田也多撂荒了， 种田养猪与打工比， 实在划
不来， 没有效益。 再说， 地方政府不主张散养猪，
多集中养殖， 离城近的村， 猪圈都拆了。 加上散养
土猪成本高， 时间长， 也无竞争优势。 偶尔养土猪
的， 多是些老年人和山里人， 他们没机会外出， 便
守着几分田地， 过着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

弟媳的解释， 不无道理。 但我以为， 家养土猪，
不仅关乎经济诉求， 更关乎农村传统生存和生活方
式的传承问题。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鸡犬相
闻， 人畜相依” 的乡村本色风情和田园生活， 本应
合情合理而有序地传承和光大， 然而， 随着社会的
发展， 这历时千年的风景， 似乎渐渐在人们视野里
远离和消失。

有一天， 弟媳兴奋地告诉我， 土猪找到了， 是
她娘家附近山村一位老人家喂养的。 为了确认是头
地道的土猪， 她特地到养猪的老人家的猪圈里看了
看， 拍了视频发给我， 竟然是只硕大的黑色土猪，
有150多公斤的毛重， 养了一年多， 全是用农家猪草
煮熟饲养的， 属纯土法养殖。 这种土法饲养的猪，
肉质鲜美但价格昂贵。 弟媳与养猪的主人议定了价
格， 为毛重每公斤18元， 是饲料养殖的一倍多。

然而， 就在我准备回湘前的一周左右， 弟媳突
然电话给我说， 那头黑土猪他家即使加价也不卖了，
因养猪老人家妹妹的小孩结婚要用。

年关已近， 心愿难遂？ 我有些着急， 但仍未放
弃寻找。

一位家住茶陵枣市镇西岭村的朋友告诉我， 他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头“半” 土猪， 即一半吃饲料，
一半吃猪草， 价格为毛重每公斤12元。 这成了“退
而求其次” 的备选方案。

最后， 令我异常兴奋的消息出现在我离京返湘
前的第三天。 一位在县城关镇任职的朋友急电我，
他亲伯伯家有一头养了两年的土猪。 原本老伯伯不
愿卖给我， 因自家过年要宰杀， 听说我的“心愿”
后，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定妥价格为毛重每公斤20
元。 我立马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我的大姐， 大姐既
为我的心愿达成感到高兴， 又感叹土猪价格太贵，
提醒我土猪品质要纯正。 她说， 真正的土猪实在太
少了。

我回到故乡， 按约定农历二十七下午去茶陵腰
陂木冲村买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山村，老伯和伯
母均年近8旬，除种稻田外，全家收入就靠养头土猪。

猪太大了， 老伯家请了帮工， 租了磅秤， 好不
容易才将它赶进笼子， 一称， 毛重182.5公斤。 我给
了伯母3700元， 没要她找零。 她接到崭新的钞票后，
收获的笑容溢满脸庞， 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也倾
诉着养猪的不易和卖猪的不舍。 是啊， 这土猪毕竟
与她朝夕相处了两年， 这一“卖” 如同远行一般，
岂没不舍之情？

宰 猪

说来很怪， 买头土猪宰杀过年， 确实遂了心愿。
但当我真正把猪买着了， 即将杀它， 感受其生命倒
计时， 又感到十分难舍， 毕竟这也是一条生命啊。

杀猪必要屠夫， 而约请屠夫又犯难了。 老家当
地的农户已多年无人养猪， 屠夫的屠刀也生锈了，

驱车5公里才请到杀猪的周师傅， 他年届七旬， 虽经
验丰富， 但年岁大， 早洗手不干了， 倒是他家孩子继
承了父业， 且念着我父亲当年的好名声， 最后爽快地
答应了这份差事。

杀猪定在农历二十八上午。 立中坊组这些年没杀
过土猪过年， 村里人听说我买猪宰杀时， 很快传开
了， 男女老少也期待杀猪的“盛况”。

杀猪的前夜， 我和弟媳及侄子细思量着请谁捉
猪， 请谁烧火煮饭， 请谁来吃饭， 猪肉如何免费分
发。 这个原本简单的事， 于我而言似乎成了一道难解
的方程式。 最后决定： 请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来吃
饭， 加上亲朋好友， 计有百余人。 分发猪肉则依人
口、 年龄及亲疏关系等因素来定， 反复计算， 三易其
稿。 那夜， 我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失眠了。

猪之“大期” 将至， 依传统规制， 杀猪在家门
前的晒谷坪进行。 各种分工和程式安排妥定后 ，
我急速跑进屋子 ， 躲到最里屋 ， 因我不敢直视杀
猪场面。

瞬间， 我便听到鞭炮声伴着猪的嗷嗷叫声， 这声
音仿佛把我带到了童年的时光。 那时乡村里每每宰
猪， 年轻人和邻里都来帮忙， 捉的捉猪， 烧的烧火，
小朋友最爱看杀猪。 无论是帮工的大人还是做看客的
小朋友， 他们丝毫感受不到“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
来” 的血腥气， 更多的是感受一种快意和幸福， 因为
不久会品尝到久违的甜美的新鲜猪肉， 即使现场无缘
尝到， 养猪的主人也会挨家挨户送上一碗和着米粉的
猪血， 每碗猪血的面上都会盖上几片肥肉。 这种邻里
分享喜庆的方式， 那种肥肉的滋味， 仿佛像一颗神奇
的“种子” 般， 恒久地种植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 成
为那个年代最美好的回忆。

只见屠夫正在用开水烫着猪， 随后刨毛、 开膛、
称重。 屠夫一招一式的娴熟动作， 在不断地唤醒我童
年时代的记忆。

遂 愿

终于开饭了， 席开十桌。 村里的老人来了， 邻居
来了， 我的老师来了， 我的同学来了， 我的学生也来
了。

看到这热闹的场面， 有的置疑我是否过大寿， 抑
或发了大财， 有了喜事。

我解释道， 这既非好面子、 显排场， 也非发了大
财， 抑或慈善之举， 我的心愿单纯而简单： 想重温农
村传统过年的味道， 重新体验分享的快乐。

因来人太多， 有的只好站着吃， 彼此没有讲究，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这是农村久违的别样风景。

席间， 我邀在深圳工作的学生陈周全博士形成
“师生组合” 给每桌敬酒， 不时与乡亲们探讨脱贫摘
帽与乡镇振兴的话题。 巧的是， 那天正好是陈周全二
女儿陈周心怡的生日， 在集体合影时， 大家齐声为她
高呼“生日快乐”， 而为我们拍照的， 正是这小寿星。

分送猪肉是遂愿的最后议程。 来吃饭的亲朋好友
均捎上了斤两不等的猪肉， 而外地朋友的须尽快送
上， 好让人尝个鲜。 送达最远的， 是我长沙的同学，
当他接到来自茶陵乡村的沉甸甸的土猪肉时， 感叹我
的这个年过得很有意义， 建议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
出来， 让更多的人去体味传统农村的变与不变， 同时
启迪人们去寻找记忆中的乡愁。 这乡愁或许可以找到
一些， 而有的则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 教授）

远在异国他乡， 故乡长沙
的年味在脑海里不断萦绕， 过
年家乡菜的美味亦在脑海里不
断浮现。 在海外， 要吃到地道
的中餐实在不易。 浮想联翩
中， 那年圣诞在海外吃中餐的
情景不由得闪现出来。

心 愿

分称土猪肉

杀猪后中午请乡亲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