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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
两处独立房屋，46街/Keystone Ave，
可合租或分租，安全、交通方便。有
意者致电：317－752-3583(秦太太)

家具出售
在中国精心制作，同一式样全套 Of-
fice和 Dining room 家具，海运至美
国。每套$3,000，全部$5,500。有意者
请联系 317-681-4269。

酸奶店出售
86街与Keystone交口处闹区全新酸
奶、珍珠奶茶以及可丽饼店出售，有
意者请电317-441-3432面洽

餐馆转让
印州，外卖有送餐，适合家庭，廉价
转让，有意者请打电话773-387-8615
（在4点之前）

餐馆转让
印城一家日餐堂吃店转让，可加中

餐，是家庭。有意者电646-238-5833

搬家公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1-888-218-MOVE

印城精诚装修
商业店铺、翻新房屋、地下室、卫
生间、厨房、地板、瓷砖。拥有商
业保险，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免
费估价.
联系：王文权，电话317-446-8788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津羽发廊
周年15%优惠( 印第安纳BTown)

发型设计，皮肤护理，脱

毛，按摩

诚聘理发, 美容, 指甲, 
按摩师

电话：812-339-5682

（上接4月5日第9版）
第十五章

批斗县委书记杨林的大会，因为参加人数太多，无地可
容，时任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肖上唇别出心裁地将会场安排
在胶河北岸滞洪区内。正是隆冬季节，水面上结着厚冰，一眼
望去，一片琉璃世界。我是村子里最早知道要在这里开大会的
人。因为我经常逃学到这里来玩耍。那天，我正在滞洪闸桥洞
里凿冰窟窿钓鱼，听到头上有人在大声说话。我听出说话者是
肖上唇。这个人的嗓音，我从一万个人里也能一下听出来。我
听到他说：妈的，好一派北国风光！批判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主席台就搭建在这滞洪闸上。

这里原本是一片洼地，后来，为了保证下游安全，在胶
河堤坝上修建了滞洪闸，每当夏秋季节胶河行洪时，就开闸
放水，使这片洼地，成了一个湖泊。当时，我们东北乡人对
此极为不满，因为那些洼地，尽管低洼也是地，种不了别的，
种高粱还是可以的。但国家要办的事情，小民岂能违抗。我曾
多次逃学，跑到这里来，看滔滔的洪水从十二个泄洪孔洞里奔
涌而出。洪水过后，滞洪区一片汪洋，成了一个方圆十几里的
湖泊。湖中鱼虾蕃多，捕鱼的人成群结队，卖鱼的也渐渐多
了。先是在滞洪闸上摆摊，滞洪闸上摆不开，便移到了滞洪区
东岸，在岸边那一排柳树下，依次展开。热闹时有二里多长。
集市原先是设在公社驻地的，自从这里起了鱼市后，集市就慢
慢地迁到这里来了。卖菜的来了，卖鸡蛋的来了，卖炒花生的
也来了。连附着在集市上那些小偷小摸、流氓乞丐也跟着来
了。公社组织武装民兵，前来驱赶过几次。民兵一到，纷纷逃
窜。民兵一走，又试试探探地聚集起来。于是就这样半合法半
非法地存在下来。我特喜欢看鱼。我看鲤鱼鲢鱼鲫鱼鲶鱼黑鱼
鳝鱼，螃蟹泥鳅蛤蜊之类的也顺便看一看。我在这里看到过一
条最大的鱼，有一百多斤，白白的肚皮，看上去像个怀孕的女
人。那个卖鱼的老汉守着大鱼，畏畏缩缩的，好像守着一个神
灵。我跟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鱼贩子混得很熟。他们为

什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因为公社税务所的收税员经常
来没收他们的鱼。有一些公社的闲杂人员，也冒充税务人员，
前来巧取豪夺。那条一百多斤重的大鱼，就差点让两个身穿蓝
制服、嘴里叼着香烟、手提着黑皮包的家伙没收了去。如果不
是卖鱼老汉的女儿匆匆赶来大哭大闹，如果不是秦河揭穿了这
两个人的真实身份，那条大鱼真就被他们抬走了。

秦河就是那个留着大分头、穿着蓝华达呢学生制服、口袋
里插着一支博士牌钢笔、一支新华牌双色圆珠笔、模样仿佛“
五四”时期大学生的乞讨者。他面色苍白，神色悒郁，眼睛
里湿润润的，仿佛随时都会潸然泪下。他口才极好，满口普通
话，讲出话来句句都似话剧台词——我后来之所以写话剧，跟
他的影响有关——他总是端着一个硕大的白搪瓷缸子，上边用
红漆涂有五角星和一个“奖”字。他站在那些卖鱼虾的人面
前，充满感情地说：同志，我是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您
也许会说，瞧你这么年轻，哪像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同志，
我要告诉您，您看到的只是我的外表，其实，我有严重的心脏
病。我的心被人用刀子戳伤过，只要一干活，心上的疤痕就会
崩裂，那样我就会七窍流血而死。同志，您就送给我一条鱼
吧，我不敢奢望要一条大的，我要一条小的，一条最小的小
鱼……他总是能要到鱼，或是虾，要到之后，他就跑到水边，
用一把小刀收拾了，然后找一避风地方，拣来柴禾，支起两块
砖头，将瓷缸子放在上边，点起火来炖……我经常站在他身后
看他炖鱼，鲜美的气味从他的瓷缸子里散发出来，使我馋涎欲
滴，我从心底里羡慕他的生活……

秦河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的亲弟弟，曾经是县第一中学才
华横溢的学生。公社书记的弟弟在集市上乞讨，其中必有复杂
的原因，有人说他是我姑姑的疯狂爱慕者，受到过严重刺激，
用他哥哥的手枪，自杀未遂。伤好后即成了这个样子。刚开始
时还有人嘲笑他，但自从他帮助老汉保住了那条大鱼后，卖鱼
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我感到这个人很有吸引力。我想了解
他。我一看到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对他产生同情。有一天傍
晚，鱼市散后，他一个人迎着夕阳、拖着长长的影子往西走。
我悄悄地尾随着他。我想知道这个人的秘密。他发现我的跟踪
后，停下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亲爱的朋友，请您
不要这样吧。我模仿着他的腔调说：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怎么
样啊。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请您不要跟在我身后。我

美容美发专营
17年经验理发师，专营各式男女理

发、婚礼盘头化妆、美容护肤面膜。
服务周到，价钱合理！

电话：317－964－1769
地址：10255 N  College Ave.,
    Indianapolis  IN,  46280    

理发：$6.99
印州执照，本地Salon发型师。提供优质美发，
美容，美甲服务。位于东Carmel, 近Main Street 
& Hazel Dell PKW。欢迎新老顾客惠顾。电
话：317-931-8186。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
说：你走路，我也走路，我没有跟在你身后啊。他摇摇头,
低声嘟哝着：朋友，请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人吧。他回身
往前走。我依然跟着他。他抬腿往前跑去。他的步幅很大，
腿抬得很高，轻飘飘的，身体摇摆不定，仿佛是用纸壳剪成
的。我只用五分力气就跟在了他身后。他停下来，咻咻地喘
息着，面色如金纸，眼泪汪汪地说：朋友……求您放了我
吧……我是一个废人，一个受过重伤的人……

我被他打动了，停住脚步，不再追随他。我看着他的背
影，听着从他的喉咙里发出的低沉的呜咽之声。其实我没有
恶意，我只是想知道他的生活，譬如，他夜里睡在什么地
方？

那时我双腿细长，脚很大，十几岁的孩子竟要穿40码的
大鞋，我母亲为此常常发愁。我们学校教体育的陈老师，原
是省田径队的运动员，真正的运动健将，右派。他像买骡马
的人一样，捏过我的腿脚，认为我是块好料，便重点培养
我。他教我抬腿，迈步，调整呼吸，安排体力。我在全县
的中、小学生运动会上，取得过少年组3000米第三名的好成
绩。所以我经常逃课跑到鱼市上观光，就成了半公开的事。

那次追随之后，我与秦河成了朋友，每次见面，他都会
向我点头致意。他比我大十几岁，有点忘年交的意味。集市
上除他之外，还有两个乞丐，一个名叫高门，宽肩大手，看
上去力大无穷的样子；一个名叫鲁花花，本是个黄病汉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有一天，这两
个叫花子，一个手持柳木棍子，一个攒着一只破鞋子，联手
打秦河，打得很凶，秦河不还手，只是频频地说：

好哥哥们，你们打死我，我要感谢你们。但你们不要吃
青蛙……青蛙是人类的朋友，是不能吃的……青蛙体内有寄
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

我看到，在柳树下，有一堆篝火，青烟袅袅，火堆里有
一些烧得半熟的青蛙，火堆旁边，有一些蛙皮蛙骨，散发着
腥气，让人恶心。于是我明白，秦河是为了制止他们烧青蛙
吃而挨打。看着秦河挨打，我眼睛里盈满泪水。饥饿年代，
吃青蛙的人甚多。我们家族对吃青蛙的人非常反感。我相信
我们家族的人宁愿饿死也不会吃青蛙。从这个意义上，秦河
是我的同志。我从火堆里捡起一根燃烧的木柴，捅了一下高
门的屁股，又戳了一下鲁花花的脖子，然后我沿着水边跑，
他们跟在我后边追。我跟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逗引着他
们。当他们停脚不追时，我就骂他们，或者捡起碎砖烂瓦投
掷他们。

——待续——

芝加哥餐馆家具公司
铁椅，欧洲榉木椅百种款式，餐馆沙
发卡座170元起，耐火板餐桌台19.9元
起，同时承接卡座和椅垫翻新。3500 
S Morgan street, 2nd floor, Chicago  
60616 （有车位）请来电773-376-

3716；预约电话847-387-0092。

专业裁缝
擅长结婚礼服、晚宴礼服，演出服装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8：30－6：00
                  周六：9：00－5：00
地点：1906 Broad Ripple Ave. India-
napolis, IN 46220
电话：317－253－6995

聘家庭看护
诚招看护助理，帮忙照顾两个老人。
最好能住家（包括夜间），有经验者
优先，请联系 Joyce：317－702-6885.

印刷
名片、传单、菜谱、请帖。收费合
理，服务周到。808-2222 Mark Ste-
vens  514-2854 中文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栏广告，
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l.
com，或致电：317-213-5825

分类广告信息刊登价位如下: 
每30个字 $5; 加入照片$5; 加边框 
$20

外 公 周 诒 春 
（上接4月5日第9版）
朋友、亲人眼中的外公

外公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照我这十几
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
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
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人。……如周诒春
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
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
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
光耀的。”

章元善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人们对周诒春
先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不图名而名自至，不
图利而舍已济人。他为人严肃正直但平易近人。
有的人觉得他有时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
。也就是说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
术不正的人，他认为无可救药的人，则敬而远
之，羞于为伍。他学有专长，经验丰富，但很少
公开演讲或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向学生讲话及
在参加各种会时发表意见除外），亦无著述问
世。

 在外公给二舅的信（见周诒春给二子周佑康
的信）中，两次提到的豆豆就是我。分别是在我
三岁和六岁的时候，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看到。总
之，在我们亲人的眼里，外公是一个有家庭和社
会责任感，外表严厉而内心充满温情的人。因为
他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所以一生坷坎。我
们会永远记住他对我们的爱。记住他为社会、为
民众所作的一切。          

（本文引用了唐宝心、章元善、王思立、钱
听涛、史轩、江志伟及诸多清华中学老校友的文
章。在此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李之清

周华康对周诒春的零星回忆（2010年9月7日）
我是周诒春第三个儿子，1914年生于清华学

堂，现年96岁。限于脑力与体力，只能写一点材
料供参考。

李之清是我妹妹（周珊凤，北京大学英语系
教授，已故）的长女，我出生在北京清华学堂，
她出生在贵阳花溪。当时我的妹妹在贵阳清华中
学教书。她的名字中有一个“清”字，我的名字
中有个“华”字，都是为了纪念清华。

我小的时候，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训话，对象
主要是二哥和我，内容围绕着“勤俭”进行一切
活动。他说，能去美国很有启发。因我们姐妹弟
兄六人，他无力送我们都出国。为公平起见，出
国要靠自己。他说到做到。我们六人中只有3人
能靠奖学金出国求学。我的父亲对我们很严厉，
我们有点怕他。有时晚上我们还在玩，听到他的
汽车声音，我们就赶快去睡觉了，怕他再教训我
们。

大约1924年前后，我大姐周丹凤与清华校医
李岗结婚，婚后住在清华。他差不多每星期都去
清华，达几年之久。我父亲的活动，我不了解，

只有一点，他在清华园校门对面100米外买了几间
简易农民住房和一块地（几亩）。据说是准备在
年老退休后居住，以欣赏清华大学的发展。据我
了解，他从未在此住过。

1930年左右，李岗去美国专学耳鼻喉科，回
国后即迁居上海。我们未再去清华。关于这个房
地的下落我不清楚，我估计，这块地离校址这么
近，很可能已被利用。

1937年，周诒春迁居南京，我留在北京学
习，联系中断。

1950年，党派人将他由香港接回，任全国政
协特别委员，住在我家。那个年代，政治运动
频繁，我思想偏左，对他不够尊重，父子之间
很少思想交流。经常来访者有协和医学院校长
李宗恩，他的女婿、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家李宗
津，1957年，他们先后被批判，后李宗恩被调至
昆明医学院离开了北京。

1958年后，他迁居上海我姐姐家，1958年8月
30日因直肠癌去世。

1960年，他的骨灰被送回北京，安葬在北京
西郊万安公墓。文化大革命，经过红卫兵处理以
后，未再找到骨灰所埋地点。

                      
 周 志 春 的 零 星 回 忆 （周诒春之孙）

我上小学的时候和公公住在一起。下学后，
我喜欢到公公的屋里玩儿，摆弄他的东西。记
忆最深的是一个木雕的鱼，长约20厘米。我很好
奇，这鱼只有一半，一面雕的是鱼，另一面是平
的，就问公公。公公说，在贵州时，鱼不便宜，
很少吃，吃也只能吃掉一面，下次再吃时，把木
雕的鱼垫在下面，不又是一条完整的鱼了。公公
在贵州时当的是财政厅长，自家吃饭如此，却办
了所清华中学。我们家只有晚饭才是正餐，姑婆
林巧稚和爸爸很少准点回家，公公和婆落座却不
动筷子，直等到姑婆和爸爸回来才开饭。公公告
诉我，这个家的开销由姑婆和我爸妈撑着，应该
尊重他们。

近年，看了些有关公公的文章，知道他在贵
阳当厅长住的是废弃的庙，在南京当部长借住朋
友的房子，解放初来京住儿子家。人们形容穷喜
用“家徒四壁”，公公常连四壁也没有，说他为
官“两袖清风”，我以为一点不为过。小时候，
我没什么玩具，一天，拿了个毽子在家里乱踢。
公公把毽子接过来，撩起棉袍的下摆，一个剪子
腿，也就是两脚腾空，左脚内侧从右腿后面把毽
子踢得老高。那时公公都快七十岁了。读了有关
清华的文章，知道他非常重视体育，可见是身体
力行。我那时小，整天胡闹瞎玩，下学回家的路
上，常在一些作坊前流连。不知何时突然对木匠
活有了兴趣，找来把钢锯锯木头，大人很不满
意，公公却给我买了个刨子。当时，我觉得公公
很慈祥，今天，牵强附会，我以为公公在告诉
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李宗蕖的零星回忆 （周诒春女婿的妹妹）
1948年周先生去香港前，将在上海绍兴路的

住所托付给我代管。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因我
是以周诒春先生的干女儿李小姐的身份住进了这
所房子，所以上海临解放前有一些进步青年和地
下党员得以在这所房子里躲避了国民党的追捕。
其中包括从昆明来沪接管大公报的我的二哥李宗
瀛，我的丈夫程应鏐。

1950年周先生从香港返回大陆。有一次路过
上海时告诉我，他曾随董必武去了湖南林区调
查。（解放前周先生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农林部
长）。他说：过去的国民政府是要雇很多人去看
管林子的。而现在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护林的
措施，而且还发动群众护林，效果很好。

周老伯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非常质朴和可
亲的人。1944年我们离开贵阳清华中学时，他曾
替我们找了美国运送物资的汽车送我们去昆明。
而且在去昆明的头一天，让我们在他贵阳省政府
的宿舍里住了一晚上。

周先生对外人很宽容，但对家里人要求很严
格。我嫂子周珊凤对我说过：有的时候他的父亲
（周诒春）回家看见她在踢毽子，就会批评她不
好好念书。要是看她在念书又会说她一天到晚念
书不活动。但其实他对孩子的心是很热的。我
嫂子说他的父亲喜欢喝酒，她不希望父亲喝太多
的酒，就陪父亲一块儿喝，父亲喝多少她也喝多
少，父亲当然不希望女儿多喝酒，也就不敢多喝
了。周珊凤在和我的小哥李宗津处朋友的时候，
周先生曾对她说：你找一个搞艺术的，虚无飘渺
的，小心以后吃不上饭。但在他们结婚时，他一
定要在花溪酒家给女儿举办婚礼。当时婚礼的女
傧相是我，男傧相是清华中学的老师梁庆煜。我
的小哥李宗津为婚礼还专门做了一套灰色的再生
布中山装。不过我的嫂子不喜欢应酬，她觉得这
种仪式太没意思了。

李明瑞的零星回忆 （周诒春之外孙）
我记忆中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外公周

诒春和我母亲带我坐船去香港。好像家里人似乎
都很怕外公。但是从我有记忆起外公对我一直是
和蔼可亲的。在船上，外公常来我们的船舱，还
问我会不会说广东话。然后就教我用广东话数
一、二、……、十。教了我一遍我就学会了。外
公直夸我聪明，我也就很亲近外公，始终没有怕
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外公教我的广东话的数
数，但也就会这些。

我们家在上海，外公也在上海住，但是他在
南京办公，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两地。外婆和我妈
妈都喜欢打麻将，所以外婆多一半时间是在我家
玩，外公来上海也就常来我家。我记得有一次外
公刚进我家门，看见我在玩蟋蟀，立刻就带我坐
上他的车去了上海城隍庙。外公给我买了许许多
多的蟋蟀与蟋蟀罐。立时使我养的蟋蟀成为里弄
中的蟋蟀王，让我得意了好长一阵子。

周诒春(1883 -1958年)，籍贯安
徽休宁。民国时代名人。尝为清末
赴美留学生，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
和耶鲁大学攻读教育学。1913年
至1918年间，任清华学校的第二
任校长，为日后的清华大学奠定下
坚实基础。曾长期参与主持管理美
国退回“庚子赔款”的“中华文化
教育基金会”。抗战期间，在贵阳
创办清华中学。抗战胜利后，先后
任过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和卫生部
长。周诒春的一生为中国中、高等
教育的近、现代化贡献良多。我辈
作为其后人，为了编撰他的传记，
发扬光大他的精神，今特广为征集
史料。望周诒春先生在美的同窗、
故旧及同事的后辈，以及他的下属
和学生，能贡献您们对他宝贵的记
忆，文字或口述录音均可，在此谨
先致以深切谢意。

联系人：李之清   国内地址：北京
圆明园西路2号绿苑16号楼2单元
404号
Email：lzq680222@sina.com

征集周诒春史料启事

作者：李之清（中国北京）

1 9 4 8 年 外 公 辞 职 去 了 香
港，1950国家派人专程邀请他回
国。他在北京时就住在我三舅周华
康家，在上海时就住在我家。1956
年 我 去 北 京 读 大 学 时 ， 外 公 住 在
北 京 ， 我 经 常 在 星 期 天 去 看 外
公。1957年北大开始出现了大字
报，还有学生公开演讲。我觉得很
新奇、很热闹，就讲给外公听。外
公其时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讲话。外公听我
介绍北大情况后，态度十分严肃，
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要千万小心，
不要乱说话，毛主席说这是右派要
向党夺权。我听了吓了一跳。我们
家姐姐、哥哥和我都是自己管不住
嘴巴的人，有意见就提，从不考虑
后 果 。 但 是 外 公 关 照 的 话 非 同 小
可 。 我 立 刻 告 诉 了 我 的 姐 姐 与 哥
哥。这次反右运动中我们家没有右
派 ， 我 外 公 的 叮 嘱 功 不 可 没 。 后
来 外 公 还 是 喜 欢 上 海 ， 住 到 我 家
去。1958年我假期回家，看到外公
老了也瘦了，但是不知外公已是癌
症晚期。我离开上海回京时外公还
拉住我的手，亲送我出门。这是我
与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消息传
来，外公已不幸病逝。

——完——

印州缘来介绍所
临时住宿，机场，客运站接送，婚
姻，各种职业介绍等。竭诚为您提
供优质的服务！
电话：317－964－1769

房屋出售
因为搬迁，位于Zionsville小区的精
致房屋出售， 面积4461平方英尺，
卧室4间，小区安全、学区评分
高，屋后景色好，售价： $274,900
从3月31日起，每周日下午1点－4
点为开放日，欢迎参观。
地址： 6779 Woodcliff Circle, Zi-
onsville, IN 46077
电话： 317-258-8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