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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不在纽约，就在去纽约的路上
福建曹朱村半个世纪来3千余人移民美国

越来越多可选择的移民方法出现，非法的、
合法的、灰色的。在骨肉分隔了将近十年之后，
曹晓乐一家人决定出发去找他的父亲团圆，目
的地——— 纽约。

当时曹晓乐只有 16 岁，同行的是母亲和弟
弟。他们首先需要做一次环球旅行，线路是从瑙
鲁到新加坡，再经过菲律宾、丹麦，捷克、荷兰，
最后由加拿大入境美国。

从 1990 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曹朱人采
取了这样的移民方式。这对母子三人来说是最
优的选择。整个过程和旅游并无不同，他们在全
球各地转了一圈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加
拿大或墨西哥，签证官
看着护照上集满了各个
国家的印章很容易相信
这真的是发了财的中国
游客。最后一家人就能
满怀欣喜、不动声色地
跨入美国，再以最快的
速度“失踪”。

瑙鲁那边早已经由
专业的移民咨询员安排
好，在投资 30 万元人民
币给这个南太平洋岛国
之后，曹晓乐和他的母
亲、弟弟都成为该国正
式公民。他们需要这个
岛国的护照，能走到哪
儿都免签证。

他们顺利地和瑙鲁
总理握上了手，并把微
笑印在了相片上。笑容
亲切而真诚，露出八颗
牙，这很重要，尤其当护
照放在入境检察官的面
前时。

曹晓乐一家人以这
种方式上路了。顺利的
话，那一年他就能与将
近十年未见的父亲见
面。

他们入境新加坡没
有遇到任何盘问，在那
里成功地和一位美籍华
人的导游会合。导游告
诉他们，最关键的是第
一个章盖上了，后面的
入境旅游就好比累积信
用，旅游的可信度大大
提高，一切就好办多了。

一家人在新加坡享
受了一个月的假日时
光。那里干净的街道、规
矩的行人都给曹晓乐留
下 了 鲜 明 印 象 。除 了
2000 年 6 月底的一天，
他们经过一个广场看到
的新闻报道让人感到些
许不安——— 在英国多佛
尔港，海关官员发现一

辆长途货车里闷死了58名偷渡者，其中大多数
人就来自福建。

这起死亡事件对于曹朱村乃至整个福建的
移民潮影响深远，至今仍不时地被人在报刊上
提起，从此以后大多数人抛弃了这种风险极高
的“偷渡”方式，更多地采用了成本较高但相对
安全的“旅游”。曹晓乐一家人暗自庆幸自己不
需要那样“蛮干”，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个事件的
影响。

因为类似的死亡其实在村子里从未停歇。
曹晓乐的一个亲戚在从墨西哥翻山进入美国
时，被墨西哥军警开枪打死；另一个村民在途中

反复被抓，最后藏身于
粪车之中，进入美国时
已被呛死。

死亡是源源不断移
民过程中的惨烈代价，
但这没能阻止人们出发
的脚步。那些早年就移
民美国的人在村子里总
能留下令人向往的传
说：绿卡、高收入、失业
保险、低收入救济、免费
医疗、免费教育……

移民美国对曹朱村
民乃至整个潭头镇而
言，意义如同成人礼，走
出去意味着男子有拼
劲、有前途。“实际上人
们没有选择。”村委会的
会计曹祥仁说。留在家里
不仅仅是件没面子的事
情，最为重要的是，村里
的土地极少，种水田或蔬
菜一年都只有几千块钱
收入。即使留下来打工，
每个月一两千块钱的工
资也不能有尊严地生存。

多佛尔惨案在当时
令很多国家入境管理严
格起来，曹晓乐一家的

“旅游”也终于在加拿大
边境戛然而止。

入境检察官从母子
殷切而紧张的眼神中产
生了警觉，于是就在护
照上盖了个鲜红夺目的
拒绝章。这个章是一家
人坏运气的开始，在返
程途中，他们被一路拒
绝入境，再次路过新加
坡时，他们的瑙鲁护照
甚至被没收。最后一家
人不得不狼狈回国，在
厦门被边防关起来盘问
数日之后才放回家中。

这一趟环球旅游草
草收场，一家人掏出了
八十多万元人民币，最
终却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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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卫生员曹碧林 2010 年做

人口健康档案时发现，还住在村子里
的人已经低于1000人。三年前还是2503

人。从明朝建村以来，这个村子人口少
有地降到了千人以下。

曹朱村隶属福建省长乐市潭头镇
管辖。历史上长乐曾是郑和七下西洋
的起锚地，即使在“片板不许入海”的
时期，人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操舟为
业。

1960年代，第一批曹朱人跳船登
陆美国，当时只有三五人。在那个特殊
的年代里，偷渡成了人们从现实中解
脱的最好办法。

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真正
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如今在美国
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

曹朱村的日渐衰败和中国的很多
农村同步，不同的是，这里的凋敝不是
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有。人们携带着
海外汇来的滚滚财富陆续离开这里，
去邻近的福州和长乐市区购房，过起
了安逸的生活。而幸福指向的终点站
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 纽
约。这个按捺不住强烈改变愿望的村
庄是整个长乐市的缩影：村民不在纽
约，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

十多年前，曹敏凡的父亲在家中
已经办起工厂，权衡再三之后，依然决
定出国。在当时的村子里，出国有着类
似于“进京当官”的极高荣耀。

一个不错的机会出现了。当时一
个和曹敏凡父亲长得极像的人刚刚回
国，对方不再打算去美国，于是以数十
万元的价钱把身份整个卖给了曹家，
俗称“换人头”。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跳
船”明显安全很多的选择。

不过这样的方法是有风险的，如
果过境时被当场拦下，数十万元人民
币就会泡汤。上好的运气，和极相似的
长相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当地人在美国的一个俗语是“白
天炉头，晚上枕头，周末律师楼”，“律
师楼”说的就是非法移民在美国不得
不苦苦寻求身份。老曹不仅顺利过境
进入美国，而且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正
式身份，这等美事在当时的村子里很
是被艳羡了一番。和那些没身份的偷
渡客相比，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美
国的大街上，不必去躲闪警察的盘查，
更明显的好处是当地的医疗机构每个
月都会寄治疗哮喘的药物给他父亲，
免费而且奇效。

曹敏凡的表弟曹晓乐至今保存着
一张父亲1992年偷渡时途经泰国拍下
的照片，父亲面带笑容，背后椰林树
影，水清沙幼。这是当年去往美国的黄
金通道，阳光，沙滩，充满艰辛和凶险。

和“换人头”相对，这才是早期移
民方式的主流。人们在福建沿海搭上
一条渔船驶往公海，再换上一条大船
开到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或者老挝，再
从那里远涉重洋去往墨西哥，再从墨
西哥边境狂奔翻过山脉，到达梦想中
的美国。

这一过程曲折而危险。蛇头总是
在车上和船上尽量多地塞人，只装少
量的食物，有时候人在船里闷死，有时
候掉下船。有时候他们要在沿途国家
等待好几个月，到达美国已经是两三
年以后了。

功败垂成的事时常发生，即使
到达墨西哥边境，边境军的子弹也
可能立刻终止这段旅程和偷渡者的
生命。

这种俗称“跳船”的偷渡方式因为
危险系数太高，越来越少被采用。后来

“旅游”成了一个更文明体面的方法，
蛇头也摇身变成了“移民顾问”。

地球的那一端

和这一端
在地球的那一端，纽约的唐人街，

思乡、身份和治安问题都是考验。
杨威是长乐市区移民到纽约的

人，现在是几个中餐馆的老板。他见过
很多来自长乐各个村庄的移民，“生活
辛苦就像牛马一样”，很多人长期打工
已经不苟言笑，只是终日发呆。他曾经
聘请的潭头的一个厨师，总是一边炒
菜一边自言自语，一会儿沉默一会儿
大笑。

有一句形象的福州话在唐人街流
传，说的是到美国打工之后，“三年一
小‘痴’，七年一大‘痴’。”“很多人连笑
起来都显得僵硬了。”杨威说。

已经回到村庄里的曹典武经常说
起在纽约的经历。他在街头也曾经被
黑人少年抢劫过，后来遇到这样的情
况，长相憨厚挺着肚子的曹阿伯就像
李小龙一样平展开双手，居然也吓跑
过几个人。但这一套并不总是那么管
用。在治安糟糕的那几年，公共厕所里
曾有被劫后的中国人死在那里。

这样的经历总是源源不断地成为
村庄里的谈资。如今纽约和中国一个
沿海村庄的距离已经不再那么遥远，
头天早晨在街区发生的一起黑人对村
民的袭击事件，第二天就会在村口被
大家探讨一番。

村子的人气在衰败，财富却在累
积。为了保护村庄的老人和小孩，村子
里凑钱组建了一支治安巡逻队，每个
人每月发给600块钱。村民的排场总让
那些四川来打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以前美元值钱的时候，麻将桌上放的
都是百元美钞”。每逢村子里有老人去
世，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从主人那
里分一个数百元的红包。

邻村的财富并不比曹朱村少，他
们也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
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攀比
于是就不可避免。

村子里的居民基本上都被“养”了
起来，每家每户都聘请一个保姆，保姆
的工资每个月就有1800元左右。而村
民要做的，大部分时候只是晒太阳，攒
下力气搓麻将，定期接收一下美国政
府寄给他们孙子孙女的奶粉。

曹朱村里到处是偷渡和移民的故
事，血泪和财富时常夹杂在同一段故
事里。这里到处都是空房子，陆陆续续
有一些从四川来打工的租客接管了它
们。福州麻将也开始改用四川麻将的
规则。

年岁已高的曹典武很难找到当年
那个人声鼎沸的村子的感觉，他偶尔
到村里晒晒太阳，更多时候宁愿一个
人呆在福州。曹典武在美国打工16年，
本来只差两个半月就可以拿到绿卡，
但是1992年的时候，老母亲病危，他决
定回国。在机场，移民局的人劝他等拿
到绿卡再走，他还是一咬牙飞走，见着
了母亲最后一面。

现在的曹朱村离纽约也越来越近
了。村委会的会计曹祥仁记得当年为
了能跟在美国的女儿聊天，安装电话
就花了6300块钱。小时候的曹晓乐家
里没电话，每回总在中午吃饭时听邻
居扯着嗓子大喊“你老爹来电话了”。
如今父亲时常给曹晓乐打电话，偶尔
也网络视频，他现在59岁了，经常在电
话里说干不动了，考虑着回家。

但是对曹晓乐而言，“父亲”只剩
下一个名称，他童年记忆所能到达的
最后影像是父子二人在公园里玩耍的
情景。他明白父辈牺牲了自己来成全
他这一代人，但是亲情却免不了慢慢
淡掉了，“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父亲
一样”。

(据《南方周末》)

以旅游的方式失踪

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而还住在村子里的人已经经低于1000人。

福建曹朱村的日渐衰败和中国的很多农村同步，不同的是，这里的凋敝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有。人们怀着美国梦梦陆续离开这里，幸福指向

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 纽约。这个按捺不住强烈改变愿望的村庄是整个长乐市的缩影：村民不在纽约，就是在去纽纽约的路上。

黑黑线线：：上上个个世世纪纪的的渔渔船船式式偷偷渡渡

白白线线：：当当下下的的旅旅游游式式偷偷渡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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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朱村张贴的，除了出国英语班广告，就
是几十年前偷渡的村民寻亲的广告。

移民们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
一座座壮丽的礼堂。

打麻将是村里留守者的主要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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