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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装修
承接室内外各种装修，地下室、热水
炉更换安装，油漆、粉刷，地板、地
砖。质量保证，免费评估。联系赵师
傅： 646-207-5938

招聘
印州外卖餐馆诚请有经验的外卖送餐
人员一名。有意者请致电：317-525-
5422

招工
Professional Tailor (Alterations) 专业改
衣店呈请有经验（part time）女缝工
一名，有意者请电 317-253-6995，地
址，1906 Broad Ripple Ave, Indianapo-
lis, IN 46220

餐馆急转
靠近印州首府，餐馆急转，价钱面
议。有意者请打电话：219-616-8584
；773-387-8615

搬家公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

1-888-218-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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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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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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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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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oday in@
gmail.com，或致电：317-213-
5825。分类广告价位：每30个
字$5; 加入照片$5; 加边框 $20

墓碑镇的中国玛丽
（上接1月10日第8版）

第十二章
阿三逃亡中命丧黄泉，邝世五遇灵狗纵身跳崖

玛丽眼皮一直在跳，玛丽这人很信菩
萨，她想不知什么悲事要发生了。她和翡翠
进入观音寺。和尚出来道：“玛丽施主，你
请进。”

玛丽和翡翠来到菩萨前。翡翠从旁边
的桌上取一捆香，烧着，香烟绕缈，玛丽
上前，在菩萨面前虔诚地磕着头，口里说
着：“菩萨保佑阿三，菩萨保佑所有华工。
让他们平安。保佑CANCAN饭店。偶弥陀
佛。”

翡翠眯起眼睛，口中也念念有词：“我
要保佑这个大哥，他的名字好像是世五什么
的。我还要祈求菩萨保佑我家主人玛丽早生
贵子。”

玛丽听出这个小丫头为自己祈祷，故作
生气：“你这丫头，怎么说到我的头上来
了。”

翡翠说：“你不是在求菩萨保佑他们
吗？”

玛丽悄悄地说：“我刚才没有为那位大
汉求菩萨，你急了吧。瞧你，脸红了？我知
道你喜欢上了那个小子。那这个欧普呢？他
不是老来找你的吗？”翡翠红着脸说：“欧
普好像最近要当警长了。他是和他老婆离
了，到这里找人陪酒的。”

玛丽：“你怎么知道他的老婆离了？你
怎么知道这个欧普要当警长了？”

翡翠脸更红了：“他来我们的怡红院不
是你特许的吗？他找我，和我说的。”

玛丽：“他可是赫赫有名的警长啊。你
嫁给他吗？”

翡翠：“他能要我这样的女人吗？他若
要我，我还不要他呢！看他浑身是毛，像猴
子似的，还没有长成人样呢！”

玛丽笑着说：“啊，我懂了。你要的是
已经进化了的，没有毛茸茸的男人。那那个
邝——好，什么时候我成全你。”

她们俩说说笑笑地回家来了。
邝世五赶着马车向镇子的相反方向奔

去。邝世五心里也没有底，他们到底要去哪
儿。只是朝远处去，远远离开恶魔灵狗的地
方。这时，他听到车上的阿三在小声地喊
他：“世五，世五，停下，停下。我要吐。”

邝世五吆喝着将马车停下，他朝四周看

看，他看到周围一片荒地。路边有几个被遗
弃的木屋。几只浑身漆黑的乌鸦呀呀地叫
着，围着一堆血红的肉拼命地在抢食。他
想，这里是多么荒凉的地方啊，莫非是一个
叫布朗稾小木屋的地方？他听到过布朗稾的
故事，多么可怕的地方啊！

阿三呻吟着，邝世五将阿三从车上抱下
来，从旁边的田野里捧了一大捧干草，铺在
树下，让阿三躺在上面。阿三的脸色越来越
苍白，呼吸越来越困难。

邝世五拿出面包和水，送到阿三的嘴
边，阿三吃力地抬起手，推开邝世五的面包
和水。阿三说：“世五，我已经不行了，你
还是将水和面包留给你自己吃吧！你在这里
把我埋了，留下记号，这样，你可以找到我
的尸骨。记住，你叫六公司把我的尸骨运回
广东老家去，记——住——记——”阿三说
到这里，突然语塞，抬着的手垂了下去。

邝世五大声叫着：“阿三——阿三——
你醒醒，你醒醒！”

阿三紧闭着眼睛，脸上紧张的肌肉突然
放松了，他在邝世五的怀里，一动也不动
了。邝世五用手摸阿三的脉搏，已经摸不到
了。阿三死了，邝世五很害怕。他把阿三
的半开的眼睛抹了一下，让他闭上眼睛。
他在布朗稾 的破败的小木屋里找到了个洋
镐，找了一个大巨石旁边的空地，挖了一个
大坑，含泪将阿三埋在那里。突然他听到有
人说话，他毛骨悚然，他听到过的关于布朗
稾木屋的故事，这木屋里面住着鬼魂，不时
地到外面来索命。他躲在这块大石头后面，
仔细地辨认着声音的来源。声音是从下面传
上来的。他走出大石块，见远远的地方，矿
主带着灵狗和牛仔们上来了。世五也顾不上
马车，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伤拔腿就跑。
那个威尔逊的眼睛十分尖，一眼就看到邝世
五，大叫：“灵狗，你看，这个偷马车贼就
在那里，他跑了。他跑了。”

灵狗从随从手里拿过枪，瞄准。邝世五
还是不断地向前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悬崖
边，邝世五往下看，只看到笔直的岩石深不
见底。他必须寻找到能攀下去的地方。可是
找不到。灵狗和他的人越来越近了，能看到
他们的人影了。他来到一个山坡，从这里跳
下去，下面有一片林子。兴许还不会死。他
正准备往下跳，听到枪声，他的腿上像被蛇
咬了一口似的，生痛，他的腿被枪击中。他
已经来不及再想别的了。他纵身一跳，落了

下去。后来的事情他什么都记不清了。

第十三章
救人命，造七级浮屠；托地图，玛丽藏证据

玛丽和翡翠拜完菩萨，就从庙里出来，
她们俩在街上有说有笑地走着，忽然看到店
里的伙计阿亮跑来，气喘吁吁地大喊：“老
板娘，矿那边的山上传来枪声，好几响枪
声。恐怕这个威尔逊又在杀我们的矿工了。”

玛丽吃了一惊，说：“我们怎么没有听
到呢？”

翡翠说：“玛丽姐，也许我们那时在开
玩笑，再说哩，我们在寺院里面，寺院的墙
高，声音传不进来。”

玛丽看了她一眼，说：“你这小丫头嘴
倒是乖巧。”玛丽转向阿亮：“阿亮，你带
几个人去那边找找，不管死活，都给我拉回
来。”

阿亮知道玛丽对矿上的动静很注意，一
是因为几个矿工是从她那里雇出去的，她要
负责的，还有就是一旦矿上杀了华工，常常
尸体抛在野外被野兽吃掉。她不忍心看到或
听到这样的惨景。华工太惨了，玛丽信佛，
坚信救人一命能造七级浮屠。阿亮听玛丽这
样吩咐，应了一声就出去了。他吆喝了几个
伙计去，朝矿上枪响的山上走去。

阿亮来到山脚边，抬头看到很高的悬
崖，云朵环绕着这座悬崖，好险。前面的伙
计大喊：“阿亮，没有路了。”

阿亮说：“我们绕过去，我听到枪声是
从这里传来的，没错。”

他们看到穿进林子的一条小路，走了进
去。没多久，就走到林子那一头。只听到一
个伙计大喊：“阿亮，你看，一个人！这不
是我们的华工吗？”

阿亮见邝世五满头是血，他把手放到邝
世五的鼻子下，感到还有一丝呼吸。

阿亮说：“还活着，他还活着，我们赶
快把他抬走。他还活着！”

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邝世五抬起来，几个
人轮流架起邝世五往回走。阿亮对一个伙计
喊：“阿沙，你快先去，告诉老板娘我们发
现受伤的劳工。”

阿沙应声飞跑而去。
阿沙回到Can Can 饭店的时候，天已经黑

了下来，饭店里稀稀拉拉地有几个客人在。
玛丽看到阿沙慌慌张张的样子，心想一定又
出事了。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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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镇定地问：“阿沙，看你慌张的样
子，出什么事了？”

阿沙气喘未定，结结巴巴地说：“老板
娘，我们发现一个受了枪伤的劳工。他——
他——”

玛丽看到阿沙害怕成这个样子，便给他
喝了一杯凉茶，说：“你别紧张，慢慢说，
你们发现什么人了？死了吗？”

阿沙喝了一口水，说：“没——没死。
他还活——着。”

玛丽问：“你看清是谁了吗？”
阿沙说：“老板娘，这个人好像有点面

熟，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玛丽又问：“阿亮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阿沙说：“阿亮他们扛着他回来了，他

们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玛丽转身喊道：“翡翠，翡翠。翡翠丫

头去哪儿呢？”
那边正在洗碗的工人看见过她：“老板

娘，她在后面的院子照料呢！我去叫她。”
玛丽吩咐道：“你别叫她来了，你要她

在地洞里收拾一个小房，有个矿工受伤了，
我们要安顿一下。”

这洗碗的应了一声：“好吧，我去对她
说。”

翡翠听到这洗碗的告诉她玛丽的吩咐，
她就明白有一个受伤垂死的矿工要来了。她
跟往常一样，将大烟房的一个房间腾出来，
床上铺上新的床单，等待着这个矿工的到
来。同时，她要这个洗碗工去郎中那里，招
呼郎中来等着这个受伤的矿工。翡翠一切打
理停当，等着这个矿工的到来。

没等多久，外面传来喧叫声，翡翠估计
是阿亮他们抬着这个矿工回来了。急忙到洞
外去看，果然阿亮他们抬着一个身材高大的
汉子进来。只见这个汉子脸上身上全是血，
翡翠迎上去，想仔细看看这个汉子的长相，
虽然看不到他的脸，可是翡翠觉得这个人好
面熟，是不是会是这个人？此刻她也顾不到
这些了，她挪了挪椅子，腾出一些地方让这
几个人将汉子扶上床，躺下。这时，郎中来
了，大家就出去了。只留下阿亮一个人帮郎
中。郎中叫阿亮将邝世五的衣服脱去，邝世
五被阿亮触到了枪伤，疼的一下子醒了过
来。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不得转载！）

母亲
（上接1月10日第8版）

三，母亲驾鹤西去了
晚上9点，从落地门看出去，一切静悄悄。远处是一片黑沉

沉的树林，近处仅稀少的车灯在移动，往日明亮的停车场也不见
大灯照射。我不知为什么有些心烦意乱、忐忑不安，于是提前给
母亲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二妹。她哭泣着说：“妈刚
走，我们正开始给她换衣服……”。我木鸡般地握着手中的电
话，泪如泉涌。母亲走了，她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我的电话
是对母亲别后的呼唤吧！

母亲是最疼爱儿女的伟大妈妈。记得当年，弟妹们年幼时母
亲与我们住在一起。弟妹们成家以后，她又常常挂记另外的儿女

们。在弟妹们添人进口时她总会前去帮助，看着身边的、
心里又惦记着另外的，在她心里总有担心不完的问题，
母亲常说自己操心的事很多、心空不了。母亲常说：“该
走了”，其实有几分苦涩。是的，母亲奔走于儿女之中，
她没有财产，经济不能独立，生活依附子女。无论走到哪
家，都是带孩子、煮饭，属于她的空间太小，居无定所，
内心是空虚的，是飘浮和苦涩的。母亲有时想去儿子家怕
麻烦他们，想去女儿家又感到屋子不宽敞。但她并不愿意
儿女们知道她的心事。总之，她在儿女面前没有自我，从
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后来，她认为孙子们长大了，谁都
不需要她，就时常算计着哪家弟妹有多久没有来看她，谁
有多久没有接她去玩。甚至还说：“儿女小的时候都很亲
热，进门第一声就叫妈。人大了，就记不起妈了，也不
会有人争着接我去了”。还感慨地说：“年轻时儿女不得
了，老来才明白”，说到伤心处还落泪，母亲酸甜苦辣的
内心充满了失落。尽管如此，她对儿孙们仍尽心尽力，爱
护备至。对谁的需要和爱好她是记得十分清楚，她知道大
家都喜欢她做的盐菜，就亲自上市场买菜，选了又选，选
择那新鲜的、苗壮的、嫩的青菜。晒的时候她每天站在太
阳里，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翻呀、理呀！做好以后再送到弟
妹家。特别是她做的糖醋蒜，泡上一坛又一坛，直到无人
问津，她还是要继续做，不断地送。

母亲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全家，耗尽了最后一
滴油。火光萎缩了，母亲也走了。人生有多少梦幻、多少
不忍的悲哀！我们分手前母亲想在大弟弟家过年，她没有
等到新年的来临。住医院期间她又想出院后到三妹家去休
养，她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谁知母亲辛苦一生，告别人生
前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是她最后的愿望，我们这些儿
女们都没有为她实现。这该是多么令母亲寒心啊！

母亲的医药费我和儿子付出最多，这是我们的意愿。
过去母亲与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经济虽然拮据，但我
也没有向弟妹们开过口、伸过手。在母亲的无私和伟大前
面，金钱显得那么渺小和暗淡无光。

母亲，我时常思念你。我把你在美国时候的照片放在
屋里最显眼、最高的位置，我可以天天看着你。照片上的
你脸庞红润，笑咪咪的神采，我不相信你会抛下我、抛下
众多儿女而去。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有灵的，还是一如既
往伴随着我，在我的身旁看护着我。记得在过去的家，我
睡在里屋，母亲你睡在外间。睡在我为你特做的小床上，
床头有你放衣服的新柜子。我下班回家一进门，你对我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叫我吃饭。直到饭后你才开始讲话，并交
给我新到来的信件，告诉我需要知道的事……总之你是不
愿在我吃饭前打扰我。你的爱永远是一盏不熄的灯。

在离开墓地的途中，我同母亲最后一次相聚的情景总
是盘旋在脑海里。那是2004年的秋天，虽然母亲行动已经
困难，可她执意要到一家新开张的、豪华餐厅吃饭，她说
这是她最后一次在餐馆同家人相聚。母亲与亲人相聚的时

作者：辜学薇（印第安纳）

高价收购二手车
现金收购各种旧（废）车辆，废车
处理，拖车服务。请联系王师傅  
317-828-0820

诚聘餐馆经理
新开餐馆急聘有工作经验的经理和
台启，请联系郑先生：77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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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疗店招聘
Fischers足疗店诚聘前台接待员，有
意者请联系 626-272-8252

急聘住家看护
现急聘住家看护，帮忙照顾老人。
有意者致电Joyce：317－702-6885

足疗店转让
足疗店转让，学区好，生意稳定。
有意者晚九点以后致电：317-800-
8504

光是宝贵的，我特意为她和家人摄下了那时的镜头，留下
了母亲对亲人的那份难分难舍的爱。同时，也想起那时的
遗憾，即那次回国没有坚持接母亲与我同住。当时她不愿
意接受我的邀请，有很多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为
我着想。她认为我是短时间在国内，另起炉灶麻烦。常言
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我永远失去了与母
亲同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失去了我最后尽孝敬的机会。

现在，我拿出母亲过去在美国时留下的衣物，又好似
母亲就在眼前……每当我做了母亲喜欢的饭菜，我都会情
不自禁地、默默地呼唤着“妈，你吃吧！多吃一些。”

我曾经好几次梦见母亲，有一次似乎我同先生走在海
边，眼前是茫茫大海，后面是无路可行的悬崖，好不容易
爬上去，许久才上路。忽然看见远方有了灯光，好像前面
是一个镇子，走近一看，母亲你和三妹已经站在街口迎接
我们了。母亲像过去一样，笑嘻嘻地说：“快进屋、快进
屋”，顿时那股温流立即滚进了我的心窝。醒来才是梦。
这梦是那么真实，那么让我难忘。是啊！过去每当母亲你
到弟妹家去了，我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你。每次到达时，
我都迫不及待地跨进门槛。母亲见到我总是笑盈盈地问寒
问暖，关怀备至。近些年来，我侨居美国，也是母亲你爱
的召唤，让我数次万里迢迢回到中国，聆听你关爱的细
语。

母亲你走后，弟妹们为你设灵堂，几天几夜地追思祭
奠轮流守在你的身旁。如今时已过，境已迁，记忆中的母
亲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和弟妹们将你亲自选择的墓地
更换成双人墓，并从老家父亲墓地带回泥土跟你合葬。父
亲与你生前早早离别，愿你们在天堂相聚，共享安闲和永
恒的宁静。我在墓碑上拷贝了父母的相，并办理了有关墓
地永远管理的手续。我和先生在紧靠你们的墓地旁边买下
了双墓。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有朝一日我们将与你们长
久相依。

人生苦短，母亲在人生旅途中所历经的美好时光，和
风风雨雨的磨难，已成明日黄花。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
中，只有母亲那条爱河是永恒的、源源不断地流躺着。它
滋润浇灌着儿女们的心，浇灌着家。母亲的坚韧与乐观，
一点一滴渗透进我的血液。还有什么比母爱更有力量？

“常回家看看”那首世人喜爱的歌，是对父母心存感
激的召唤，可现在母亲你的家在哪里？我又如何表达对母
亲你感激之情呢！过去急忙赶回家的心情只有被惆怅所代
替。回首往事，在凄苦无望的日子里，是母亲你陪伴我行
走，并跨过那沧桑岁月的折磨。母亲你为我冲淡了那焦灼
沉重的烦恼和忧伤，安抚着我深藏在内心的悲凉。母亲你
是我心田里的润滑剂，你让我领悟到无望时期的温暖。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本报或者作者本人许可，不

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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