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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

她爽朗地笑着，透过眼镜片，仍然可以
看到她目光里闪烁的激动与喜悦。

在昔日同学和老师的簇拥下，她站在
台上，时尚的卷发和优雅的衣裙都颇为亮
眼。身后大大的海报上写着主讲嘉宾方
丽娜的名字，一张张合影将这珍贵的瞬间
定格。

台下，读者陆陆续续到场，椅子不够
用，又加了一些，后来的不得不站着。

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呢？
就如这套“海外华文女作家文丛”中的

五位女作家，陈谦、方丽娜、曾晓文、周洁
茹、王芫，她们的名字对国内读者来说都还
是陌生的。

她们曾经在国内生长，后来移居海外。
跨过山，越过海，她们究竟寻到了什

么？
6月 10日下午，在省会郑州大摩纸的

时代书店，中原风邂逅海外风，这是一场特
别的文学盛宴。

特别在于，一个生长在商丘小城穷困
家庭的孩子，父母早逝，由哥嫂抚养长大，
一路艰难奋进，从商丘师范学院英语系毕
业，到赴德国及奥地利攻读MBA工商管理
硕士，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特别在于，从当年她在大学校园高声
朗诵《简·爱》，梦想自己是那个仙女换来
的丑孩子，到后来在奥地利一家由中世纪
修道院改造成的酒店里，遇到如今的先

生、痴迷中国文化的奥地利人沃尔夫冈，
并在奥地利维也纳定居，于扑面而来的异
域新奇与文化碰撞、故土回望与精神眷恋
中，不知不觉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这又是
一个奇迹。

特别还在于，出版了散文集《远方有
诗意》等之后，她受邀走进鲁迅文学院高
级研修班，成为学院自创建以来吸收的第
一个海外学子。走出自恋、唯美与抒情的
文字编织，在大量的阅读和深沉的思考
后，尝试小说写作，将笔墨集中在对于跨
国婚恋中女性的情感成长与人格历练的
探索上，语锋泼辣，切中要害。她由此成
为欧洲华文圈引人注目的新星。这更是
一个奇迹。

那天，听方丽娜的讲述，如同看她作品
时的感觉，嗓门亮丽，生机勃勃。

特别还因为另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学
者，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樊洛平的到来。去年从教学岗位
上退休后，她却更加忙碌。此前，她专注于
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担任中国世界华文文
学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
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如今，她的目光
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华文文学。

她关注个体的命运沉浮，那天她动情
地谈到开朗的性格、文学情结、中西文化、
异国婚姻这四个影响方丽娜生命历程的关
键词，指出心中有阳光的女子，笔下生暖。

她关注更多海外华人的婚恋书写。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美国的於梨华的

《雪地上的星星》，吉铮的《孤云》《会哭的
树》，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生空茫和

“留学留到厨房里”的爱情感伤描写得真
切动人；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旅欧作家赵
淑侠以《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力作，写
漂泊的乡愁和对民族文化强烈的认同感；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
开引发的留学热、移民潮、洋插队等，带来
新移民文学的勃兴。旅居荷兰作家林湄
的《天望》《天外》，在中西文化对撞中表现
人生、人性、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旅德作
家叶莹的《德国婆婆中国妈》，在家庭日常
生活场景中表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矛
盾。散文与纪实文学方面，旅居丹麦的池
元莲写《我的丹麦婚姻》，旅德的倪娜写
《德国的女人们》，身居西班牙的张琴写
《异国绮梦》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异国
婚姻带来的命运变化。

她专门谈到欧洲华文文学，并把作家
看欧洲归纳为三种角度：以行者之眼看欧
洲，游历的经验中多是对欧洲古老文化传
统、辉煌人文景观和艺术经典的赞叹与审
美；以文化之眼看欧洲，在深入欧洲的过
程中，凸显中西文化相遇时的经验，更多
了一种历史反思与文化自觉的精神；以生
活之眼看欧洲，本着融入当地的态度，书
写华人在异域的生活，以及西方社会世相
和人生百态。

她谈到，面对当今时代中西方文化
碰撞与交流的大背景，这些海外华文女
作家写出的，是海外华人女性在世界任

何角落都有的生命吟唱、情感追求、人性
历练；她们的悲欢离合，人生歌哭，无疑
构成了一个或许鲜为人知但异常真实的
生活世界。

那天的读书会上，看到特邀嘉宾、青
年评论家李勇在方丽娜《蝴蝶飞过的村
庄》一书上细密的画线和认真的批注，听
到他从文本角度谈到自己在阅读中的触
动，《处女的冬季》《不戴戒指的女人》《回
国清单》等篇章，他逐一从性别视角、思想
深度和表达力度分析，并建议作家未来可
把目光和触角延伸到异域历史等更深广
的天地。

那天，匈牙利华文作协副会长阿心女
士也特别来参加读书会。虽年逾花甲，但
神采奕奕。曾经，举家移民到匈牙利，为了
生存做起生意，解决了生计问题后，重拾文
学梦。她对方丽娜的作品特别感同身受。

对这些海外华文女作家来说，文学是
一种回望。把故乡与自己的距离拉开，从
而获得一种躬身反照的机会。异域生活的
形形色色，多元文化的纠结与碰撞，不同族
群的交织牵绊，提供了多种表达的可能
性。正如方丽娜所说，我感谢这种距离和
差异，它无形中拓宽了我想象的空间，使得
笔下的土壤变得丰厚而寥廓。

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文化不断融合而写作又需保

持独特性的时代，期待这些海外华文女
作家以更强有力的写作带来文学的新
风景。3

□曲令敏

几年前我去想马河，惊喜于它的清澈，沟水打
着石头，浪花飞卷，山气沁人。

那天，我在马鞍山对面的半坡上，遇到一处宅
院，八九间屋舍，三四棵古树，六七个结在岩石上
的蜂箱，还有满满一荆条篓儿的风……

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子就是阳坡，创建这
处住宅的主人张文和三个月前去世了，孩子们早
已迁居山下，旧宅没人住了。

“我们张家是从山西大槐树迁过来的，老祖坟
在二郎庙。曾祖父张自正，弟兄仨，到祖父辈弟兄
俩，父亲这辈儿就父亲一个。从二郎庙搬过来，先
是迁到上面的大石窑，就是现在的通天门山庄。
1962年大搬家，父亲选中了这块朝阳的山坡，茅草
苫顶土打墙，盖起三间门朝西南的房子，取名阳
坡。1964年‘四固定’，张家正式落户在河北村。
初时，这里只有四五分地，农业学大寨，大队组织基
干民兵修成了梯田。我小时候放牛，后坡树不大，
都是草场。到冬天点火烧荒，来年春天草才能长
得旺，村民盖房子需要黄背草。每年农历十月开
坡，山下盖房子或是修补房坡的人，头天半夜就披
着被子上山，等着天明开镰。”

“现在这个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翻新的，墙
打起来下雪了，队里让上山打野猪。当年我父亲
是猎人，负责守护庄稼，家里有五杆猎枪，后来我
也跟父亲一起打过野猪，队里按猎物尾巴记工
分。那次打完野猪回来，打好的墙冻住了，一开冻
就倒，只剩下后墙。生产队派人上来，就地起土，
重打。砖瓦是生产队的窑烧的，一个人每次背六
七十片，砖一趟只能挑12块。石灰从梁洼拉到想

马河口，进山 7公里全是山路，800斤石灰，一袋
一袋背。那时候盖三间好房子，号称千砖万瓦，砖
是挑脊用的。守着山林，木材不缺，在过梁上担一
层木杆儿，搁粮食。”

跟我聊起这段往事的，是生于1959年的张明
武，张文和的长子。明武初中毕业，当过生产队会
计，高高的个头，明净，温和。他的话里流淌着连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温情，家族的温情，无数往事缭
绕在旧宅老屋的温情，层层叠叠，如梦如幻。

我望着房后密不透风的山林，惊奇的是
坡上的地一脚下去踩个坑，山地的壤层厚得
让人意想不到。可以想见，是有人在地里挥
洒了瓢泼的汗水……

当年盖完三间主屋，随着孩子们的降生，
又盖起三间厢房，接了几间耳屋。小弟兄五个，
都是在这里娶了媳妇生完孩子才下山另过的。
1987年，张明武带着妻子儿女一家四口，分家到
马鞍垛自然村盖了三间机瓦房。瓦是花园机械
厂搬迁拆下来的旧瓦，两毛七一块，买一千块不
够，又在大庄找了200块……

世事如流水，30年过去，如今张家兄弟陆续
在河北自然村和马鞍垛自然村盖起楼房经营农
家乐。张明武 1986年扒了机瓦房盖平房，2015
年翻新成两层小楼，上面一层20间对开带走廊，
一楼除了住人的房间，还有两个大厅，一应电器
都是新款，装有宽带。他家在几个弟兄中，也只
算中等……

这一切，都是旅游业兴起的结果。十多年前
我来这里采访看到的清一色泥墙茅舍没有了，山
间公路连接每一个村落。不出所料的是，想马河
不到雨季水不响了，只剩下一个个拦河坝，所幸

坝水依然清澈。
时隔5年，再上阳坡，令人欣喜的是，张家旧

宅被保存下来了。我在那里遇到了两个人，一个
是早前认识的孤狼，会烧瓷器，工石头画。一个是
精于烙画且办过画展的年轻小伙子李培舵，他们
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职工。就是这家企业将阳坡老
宅租下来，修路上山，架电通水，给土墙贴上砖纹
瓷片，把主屋的木棍顶棚改成木板里子的尖顶屋
宇，房坡上的瓦，换得不动声色，看着和当年没什
么两样。院外的古树、蜂箱、有模有样的山岩都
在，只是多了筑巢的鸟雀。新栽的杜仲已拱把，人
依木护栏放眼四望，近在眼前的马鞍垛清峻一如
千万年前，左推右涌的青山，引人心思远逸……

那天中午，我在花生地里看见了熟悉的马唐
草，在台地上邂逅了比山水画还清丽的山光树色，
朵朵白云在起伏不定的山际游荡。风动如流的古
树枝叶，满坡满眼的草花与树花，几朵嫩蘑菇，几
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几茎风中摇曳的细草，无不注
释着大自然的温厚与空明。

我留意帮两个女子灶上灶下忙个不停的职工
孤狼，注目端着剩面条喂喜鹊的司机李培舵，一个
清颜无痕，一个满身童趣，我终于明白：这个公司
薪酬并不高，两个心怀大美的人却乐意安身于此，
只为这里有灵魂的栖所，有创作的源泉……

从泥墙茅棚，到千砖万瓦的住房；从坡上狩猎
农耕的家屋，到傍山临水的楼堂餐馆，张家兄弟住
房的变迁，也不过十几年光景。和张家兄弟一样，
如今想马河沿岸祖祖辈辈因水而居的村民，绝大
部分都盖起了楼房。听张明武扳着指头算，马鞍
垛几十户人家，柴房茅屋只剩三户，不是盖不起，
是这几户人家搬去山外了。3

□方浩

忆江南
一

江南醉，醉醒是宜兴，第一峰上观竹海，

太湖岸边品香茗，白发落又生。

二
江南秀，何处不神州？巍巍葱岭西北望，

滚滚长江东南倾，依陆向海行！

三
嵩岳雄，矗立天地中，米字高铁连今古，

空中丝路贯西东，故国春水清！

甲午怀古

平捻称劲旅，水师号北洋，劲旅溃于野，

北洋困于港。枪弹何须备，园林岂可荒，演武

如演戏，战场作官场。有器终委敌，敌寇气焰

张，从此东海上，不见龙旗扬。割台弃辽东，

亿万作赔偿，承平三十载，不复好时光。宁知

屡败后，倭亦元气伤，丁壮空于国，钱粮尽于

囊。赔款为军费，迁都以自强，若非条约定，

贼势难久长。百年甲午恨，何须罪北洋，兴衰

自古疆场外，胜败从来在庙堂。1

□王守国

古人言：民以食为天。然则，何为“食”？仅仅
是“吃”或“食物”吗？当然没这么简单。毛泽东主
席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
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
国饭菜。饮食也是文化。”饮食确实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文化，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夏饮食文化可以看成是具
体而微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

“食”不止于吃饭，不止于烹饪，也同医、药以及民
俗、审美、哲学、信仰等密切相关，甚至，同礼仪、规
制、外交等密切相关。对于中国人而言，“食”早已
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的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
动作，而是既关“天地”和“众生”，又关个体之精神
与本心的“道”与“理”。孔子说食色，性也，当我们
把“食”视为“性”和“天”，所强调的，显然不仅仅是

“食”在生理意义上的重要性。只有理解了这一
点，才能理解我们何以有如此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的饮食文化，才能真正体会、感悟华夏民族的饮食
之道。

马红丽显然深谙个中深味，所以才写出了
这部色、香、味俱全、颇具魏晋风韵的《食林广
记》。《食林广记》写的首先是“食”，各种各样的
美食：从宫廷夜宴到平民烧烤，从山珍野味到风
情小菜，从冷盘到热汤，从正餐到茶点。那些有
名目和无甚名目的食物，尤其是中原美食，比如
洛阳水席、开封灌汤包、武陟油茶、胡辣汤、鲜花
饼、家常卤面，如是等等，在她笔下样样活色生
香，诱人口水。

《食林广记》写的也是“人”，因为，“食”又怎么
少得了“人”，或者说，人又怎么离得了食？所以，
我们从中看到了古人、今人，看到了王公贵族、平
民百姓，也看到了文人墨客、乡野村夫，比如“烹饪
始祖”伊尹、宋徽宗赵佶、农学家贾思勰、资深吃货

“老狐狸”、拉面高手马大爷等。对于美食，他们或
是烹饪者，或是品鉴者，或是开创者、发扬者，或是
推广人、传承人，或是美食家、研究者，或是普通的

“吃货”，无论何种身份，皆对“食”有着自己独特的
理解和感受。在一方水土的养育之下，他们与美
食结下了特殊的缘分，也因此进入马红丽的笔端。

《食林广记》写的更是“史”和“事”。在本书
中，马红丽既追溯了历史之源，又展现了现实之
流。她从《本味》《齐民要术》《礼记》《资治通鉴》
《酉阳杂俎》《岁时杂记》乃至日本的《今昔物语集》
等诸多典籍中钩沉出有关美食的历史真相和渊源
流变，从民间传说、乡野逸闻及诗词文章中打捞出
关于美食的掌故和逸事，又通过实地“访录”和文
献资料挖掘出与食物相关的情感和人事演变。通
过这些“史”和“事”，《食林广记》写出了浸润于我
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中华传统饮食之道：烹饪，或者
说饮食，不止是一种欲望、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态
度、一种信仰，亦是一种智慧、一种文化。

由是种种，配上精美图片，让《食林广记》成
为名副其实的“广记”：有史实与野传，也有世故
与人情；有考证与推演，也有考察与实录；有速写
与描绘，也有讲述与报道，更重要的是，有平易之

“俗”，也有真意之“雅”，有历史之“深”，也有日
常之“近”。如此广而纳之、记而述之，丰富丰
厚，意趣并存，实乃一部可品可鉴、可读可藏的饮
食趣史。

马红丽颇具“烟火气”的书写方式，也正与
“美食”的内容相称：通俗、晓畅，娓娓道来，亲切
生动。这样的文字，如同书中写到的那些美食，不
仅是可“食”的，亦是可“嗅”的，我们对《食林广记》
的阅读也因而变得更易消化、更可回味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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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韵
的饮食趣史

□秦湄毳

那一天，我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工作的价
值。

在乡村小学教学，天不亮就从市区的租住屋
里往山上赶。披星戴月地出门，披星戴月地归
来。当时新结识的男友研究生刚毕业，他的家在
市区。他跟我一起去过几次我执教的小学。

荒凉的大山，光秃秃的，他看到我们那孤零零
悬在半山腰的几间破旧校舍，屋里衣衫脏旧，脏
手，脏脸，拖着鼻涕的山里孩子。我教给他们比较
纯正的美式发音，我是学校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
个英语专业本科生。

山里的孩子，时间观念差，他们是真正放养的
孩子，哪时走到哪时上课，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时
常会有一张脏脏的小脸出现在门口，一双怯怯的
眼睛张望着……

“研究生”看不得这些连家长都不管束的孩子
们，他说，你的工作没有意义。你是在浪费青春，
能够桃李满天下也好，瞅瞅你教的那些学生，你教
不教他们，他们都是那样生活在大山里，或者出山
扛个工……

他说，他说，他说——慢慢的，我也怀疑我

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的教学有什么价值。一
年一年，我在山里喊着，能喊出什么名堂？只
会一年一年把自己喊着老去，喊来白发，喊来
皱纹……

和“研究生”在一起的日子，我越来越没有自
信，理想和信念动摇着。我的工作没有意义，我的
付出没有意义，我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我承认，我的存在很渺小，是小草一样普通的
一个人，不是大树，不是高山，我所做的事情，是不
能对社会对国家有大贡献，自身的发展空间更是
一目可以了然。可是，它就没有意义吗？

后来，还是和“研究生”分手了。
夕阳坠入山谷里，我的心里灰暗极了。坐在

空无一人的大山小学办公室里，有雁叫着从窗外
飞过，一巴掌大的天空也是那么黯然。

我沮丧地往外走，去赶山脚下的末班车。百
无聊赖的末班车晃着,晃向万家灯火的城市。我
随便翻着一本杂志：那个睡在地板上的小女孩吸
引了我的视线，她睡去的模样，让我的心疼——
是伊拉克孤儿院里的小女孩，她在水泥地面上画
了一个妈妈，然后脱下鞋子，小心翼翼地贴在妈
妈的胸口，睡着了。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孩子！
我感叹着，心被拽进小女孩梦里，摇着……车里

的屏幕上在播放着新闻，我被片子里那个矮小瘦
弱的小男孩吸引着，六岁的孩子依靠乞讨养活爸
爸，他的爸爸出了车祸做了开颅手术依然不能正
常行走。“妈妈不在了，我得养活爸爸……”他不
知道“六一儿童节”是什么，他对靠近他的陌生人
说，“你不要把我偷走，把我偷走就没人给爸爸讨
钱买饭吃了……”

我也想起我的学生，有一个孩子的书包
裂着，露出一个大大的葡萄酒的木盒子，那么
长地杵在外面，孩子却视若珍宝，第一次看
到，我奇怪地问，“这是什么？”他认真地告诉
我，“老师，这是我的铅笔盒。”第一次给他们
布置新年晚会，有个小女生追到办公室问我，

“老师，什么是新年晚会？”……看着，想着，我
黯然神伤，渐渐地消失在车窗外的灯火通明
里——是啊，宇宙万物间，历史长河里，人的
存在犹如电光石火，“闪电的光，燧石的火”，
纵然平凡如我，平淡如我的工作，但只要世上
还有这些需要我的孩子，我的工作就有意义，
我的付出就具价值。

城市的灯那么明亮，山上的光那么微弱——
只要驱走一点点黑暗，只要带来一点点光明，照亮
孩子的眼，点燃孩子的心！我想，我愿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