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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医疗助理
招聘医疗助理，没有专业背景要求，
可以不会英文，有意者致电：317-966
－3910

招 聘
诚 聘 熟 手 厨 房 杂 工 多 名 。 联 系 电
话：317-446-5850 

A1 Construction, Inc  建筑公司
General Contractor, Design to Build,
License Bonded and Insured  
Address: 9940 E. 38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35
TEL: 317-281-2385
E-mail: A1const@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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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接送
提供机场、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有
意者请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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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馆转让
位于 carmel & indianapolis 之间，地段
好。联系电话：317-645-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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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13-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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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第8版）

第十六章
摆擂台灵狗牛仔伤大庆      
保世五玛丽擂台露侠胆

大庆将四个牛仔打下擂台，台下华人都
拍手称快。大庆在擂台上走了几圈，一个华

人 小 子 走 上 擂 台 ， 这 小 子 身 穿 短
褂，腰际扎着红绸，好不威风。他
一上擂台，招招手就说：“来，大
庆哥，我和你玩摔跤。”大庆认识
这个小伙，说：“你这么个个头，
怎 么 能 和 我 摔 跤 呢 ？ ” 那 个 小 伙
说：“我想和你过过手，试试我自
己 的 力 气 。 ” 说 完 ， 就 像 一 头 小
牛，一头扎进大庆的腰里。他紧紧
地抱住大庆的要，不管大庆怎样挣
脱，还是挣脱不了。这个家伙和大
庆玩了一阵，感到有点累了，才放
开大庆。大庆知道这个小子和他闹
着玩，也就和他玩起摔跤来了。他
俩你来我往，一拳一脚玩得高兴。
突然下面一阵骚动，大庆从高台上
看见来了一对人马。他们在擂台前
一字摆开，有人认出为首的是牛仔
恶魔灵狗。大家害怕地向后退去。

邝世五后面跟着翡翠，他们在
台下向前挤了挤。来到擂台下面。
邝世五想上台助大庆，但感到有人
紧紧拉着他，不让他上前。

邝 世 五 回 头 ， 看 到 翡 翠 拉 着
他，他就把翡翠的手拿掉。

邝 世 五 对 翡 翠 说 ： “ 你 这 丫
头，你怎么老跟着我，我和你非亲
非故的，被人家看见不好吧！”

翡翠见邝世五不满，就说：“
你们这些男人不知好歹。我拉着你别上去是
因为这阵势，墓碑镇又要死人了。我不想死
的是你。”

邝世五不解地问：“翡翠，是的，我是
得罪过人，我也差点死去过。可是我是一个
大活人，我怎么就会死了？”

翡翠见邝世五不理解她，显得很伤心的
样子，说：“你出来时，玛丽姐嘱咐我跟着
你，她怕你遇到仇人，又出意外。”

邝世五偷偷地指了指那边过来的灵狗和
他的牛仔和马仔们，说：“这阵势看来这个
大庆活不了，我上去想把他拉下来。”

翡翠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看，
他们都围在擂台边上了。不过，我知道欧普
警长就在旁边，他一定也已经注意到这群恶
魔来了。”

邝世五没有言语，再向前挤了挤。站到
台的侧面。

灵狗向手下的一个五大三粗的牛仔招招
手，那个牛仔下马，走到灵狗的坐骑下，灵
狗弯下腰，和他说了几句，这个大汉解去绑
在身上的子弹匣，像一头熊，爬上擂台。大
庆知道这批人来者不善，想跳下擂台，被
这个人一把抓住，扔回台上。这个笨熊喘着
气，说：“你不能走，你得和我较量较量，
你和我较量好了。你自己走不下去，我会把
你扔下去的。”

大庆看看这头笨熊。他并不怕他，只是
这些家伙十分凶残，礼仪规则对他们来说是
不存在的，因此他不想和他们较量。

大庆说：“先生，我内急，我想上一下
厕所。”

这头笨熊听了，哈哈大笑：“拿出你的
玩意儿就解在台上不就得了？还要去厕所干
什么。我会把你打出来的。”

大庆听到这个笨蛋说出这样无理的话
来，气不打一处来。他摆开架势，对这头笨
熊说：“好吧，我们斗一局，但是，你们不
能用家伙，要不，我就下去。你知道用家伙
在擂台上是不公平的。”

这头笨熊蹦蹦地跳了几下，像是在热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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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文学小说

身。将两个拳头紧握在胸前。这个牛仔和大
庆打擂台，大庆并不示弱，撒开手，迎着那
牛仔大汉发招。他们在台上玩了一会，不见
分晓，那灵狗又示意另一个大汉上台。这两
人把大庆围住，像两只大熊，轮番进攻，一
会，大庆体力不支，被两人打翻在地。台下
的牛仔大声地喊着：“打死他，打死他！”

这两直大熊像打了鸡血，抬起脚，拼命
在大庆身上踏。台下的人们都傻了眼。眼看
大庆被打昏了。邝世五飞身上台，两拳一
挥，两个牛仔倒退几步。邝世五扶起大庆。
这两个牛仔向邝世五直扑过来。邝世五身体
向上一跃，同时出腿，一脚一个，重重地击
在他们的脑门上。这两个牛仔应声倒地。邝
世五并不停脚，一脚一个将他们踢下台去。
正在这时，大庆看到躲在旁边的一个牛仔手
枪瞄准了邝世五，他飞身过去，将邝世五推
开，自己却中了一枪，倒在地上。

台下的的观众大喊：“杀人了，杀人
了，快逃命吧！”然后四处逃散。

灵狗呼啸了一声，牛仔们都骑上马，准
备走人。

不远处，来了三匹马，灵狗定睛一看，
看出了是他的警察弟弟和朋友刀客。灵狗和
他的牛仔马子骑的马都向后缩了缩，大家都
知道一场生死较量就在前面。

欧普他们慢慢地骑马逼近，灵狗他们站
在那里没动。

已经闻到了厮杀味。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作者本人或本

报许可，不得转载）

母  亲
（上接4月18日第8版）

十二，粮食紧张、凭票供应的年代
自然灾害期间（当时中国否认人为因素，认为是天灾），我

参加了农村的水肿病调查。初到农村，我惊讶地发现人民公社集
体食堂的大锅里，只见青菜不见米。田边、路边有倒下的、快死
的人，水肿病随处可见。母亲在城里的日子也难熬，为了儿女们
省吃俭用，甚至忍讥受饿。那时生活紧张，副食品供应困难。
每人每月19斤粮，二两肉、二两菜，糖少见，肥肉、面粉成了佳
品。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不论酷暑、寒冬，常在下夜4点去排
班站队，目的为了能买到肥肉。

记得当年，除夕前一天我回家，次日必须返回。母亲让小弟
陪我，带着儿子一同前往。下火车后，需步行半小时才能到达目
的地。那时黄昏已尽，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行走
在铁轨上，弟弟背着儿子。突然呜呜一声长鸣，刺眼的灯光直射
过来什么都看不清。我们三人只好拉在一起，往路旁的深沟滑
去，待火车过去以后我们又才爬上铁路。小小的儿子紧紧的搂
住舅舅的脖子一声不哼。第二天清晨，无意中我远远看见一家小
食店好像在卖包子。真是让人高兴万分，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面
粉供应。过年吃包子已是难得的，走近一瞧，却是馒头。失望中
却仍然高兴，母亲和弟妹们不是很久也没有吃过馒头吗？于是我
马上买了三斤，决定让小弟带回去让母亲高兴。可是没有客车可
乘，我急中生智，到公路上去阻拦货车。一辆辆货车擦身急速驶
过，我反复招手，司机们都视而不见。寒风阵阵呼啸，脸上刺辣
辣，手臂挥软了、也招累了。小弟着急，儿子发呆，我仍不甘
心。最后终于有一辆货车停下来，我赶快将弟弟带上馒头塞进了
驾驶室。啊！母亲当天终于可以和弟妹们吃上一顿馒头过年。

母亲定量为每个人蒸饭(细粮搭配粗粮)，小妹在技校自己舍
不得吃饭，节约的部分就用手巾包回家交给母亲。儿子幼小不懂
事，吃完自己的饭就望着外婆要，母亲一次次地将自己的饭给
他，直到他吃饱。母亲自己往往饿着肚子，去填饱外孙的肚子。
同时，母亲又将全家的一斤糖票给儿子享用，每天给他一颗。
我返回驻地的时候母亲为我炒一瓶油汪汪、香味扑鼻的豆豉肥肉
丁。我知道那是母亲从全家人、从她那一份食品中挤出来的啊。
现在，每当我把肥肉和油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它。母
亲为我们担起家庭的担子、照顾孩子，她是我们的依靠啊！

在“三年灾害”时期，饥饿严重地困扰着人们。大跃进并没
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也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宏愿。相反陷于严
重的经济困难，进入了柴米油盐凭票凭证供应的漫长岁月。母亲
心地善良、厚道、好客，尽管物资奇缺，她的习惯还是要储存一
点食品。母亲说：“三天不吃饭，也要装个卖米汉”，“危难中
见真情”，“要厚待别人、薄待自己，宁肯自己少吃、也要大方
对人”。她认为别人来看望你，说明有心有情，不可嫌弃。因
此，任何时候我家都有亲朋临门。

一天，我在郊区看见有农民偷偷摸摸地卖蔬菜、用鸡蛋换粮
票。我很心动，于是开始在自己定量的粮食中节约粮票，为生长
发育中的儿子换鸡蛋。农民利用田边地角种蔬菜、关在院子里养
鸡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畴，购买的

人也要受到纪律处分。母亲得知后，也开始节约粮票，并
想方设法让鸡蛋平安地带回家。她让细心的小妹提大草包
前来取鸡蛋，因为菜篮子、纸箱都会引人注目。于是我先
将鸡蛋一个个用报纸包好，下面垫衣服、蛋的每一层又盖
上衣服。并再三叮咛小妹，小心行事、不能被别人发现。
母亲回忆那时为了取鸡蛋，吓得她整日不安。万一在拥挤
的公共汽车上挤破了蛋壳、蛋汁流了出来，其“违法”行
为必将公诸于世，问题就麻烦了。后来，母亲不愿我再去
作“非法交易”，怕我引火烧身。

那时交通不方便，公共汽车不准时而且拥挤。有一次
我带着菜也不敢上公共汽车，只有赶火车。下车以后，市
内的公共汽车已经收班。苍凉的夜晚，稀疏的灯光，我拖
着沉重的、比旅行箱还大、还重的一袋蔬菜在街上行走。
走了一个多小时，提不动只有拖着走，四周无人影，心
里害怕起来。但想起周末母亲在等待我，为我守着门，她
不会早睡。心里一暖，步子也加快了，进门看见母亲的喜
悦，我的疲劳也一扫而光。

当市场供应有了好转，我们经常在周末与母亲、儿子
一道上公园玩耍。特别是春天，母亲喜欢赶花会。她喜欢
热闹、喜欢吃名小吃特别是红油水饺。记得那天从青羊宫
出来不远，母亲看见一个农民担着青菜，她像发现新大陆
似的，惊喜地指给我看：“快看那边有农民卖菜”。我也
感到很惊奇，每人每月才2两菜，菜是多么稀奇啊！我们连
忙奔过去，虽然青菜是外壳叶子，且价格很贵，几乎相当
一斤猪肉价格的两倍，但我们仍如获至宝。

十三，疯狂年代
1964年四清运动，许久不见面的小弟突然回家来。母

亲给他煮了两大碗面，转眼就被他吃光，一切不用细说母
亲都明白了。他刚出学校大门，走上工作单位，遇上政治
运动。他本着对党忠诚老实，坦诚地检查和暴露了过去对
共产党的一些不满情绪。他哪里知道那号召里存在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的政治阴谋。弟弟后来被隔离审查，监督劳
动，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下他被解放了。小
弟年轻、单纯、头脑简单吃到了苦头。走出牛棚的他，母
亲是他心中的依靠和归宿，母爱的温暖如磁铁般吸引着
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二月黑风”中母亲听到
警车发出的“呜哇、呜哇”的叫声，看见大街上敞篷车里
被五花大绑游街的人。有多年不见穿旗袍的人、有被剃阴
阳头的人， 吓得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
花”的语录声中，在“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等号召
下，在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革命”的大字
报铺天盖地。“打倒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口号到处可
见，斗争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子、挂着黑牌、游街示众
一浪接一浪，“老实交代”的吆喝声、打骂声扣人心弦。
母亲问：怎么中央和一些领导都是走资派？她担心儿女们

作者：辜学薇（印第安纳）

L Beauty Spa
本地某连锁发廊理发师。经营理发，
染发，烫发，挑染，面膜，护肤，美
甲业务。价格合理，服务优异！
电话：317-931-8186
地址：300 E Main Street, Suite B, Carmel 
IN 46032 （Carmel高中西边，图书馆
斜对面。）

邓瑰玲专科医生
专治：气喘、鼻窦炎、皮肤过敏、
食物过敏、气管炎等疑难杂症
地址：70 E. 91st St., Ste 204, 
           Indianapolis, IN 46240    
电话： 317-872-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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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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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入其中，她说：“这可不得了，千万不要参言”。告戒
弟妹们不要去斗争领导，否则以后是要被报复的。

红卫兵抄家是家常便饭，破四旧成为全民行动，还要
求自查。母亲嘱咐我，要烧毁所有的老照片，我知道那是
她珍贵之物、是她与父亲美好生活的记载、是我们三口之
家的幸福写照。我边清理边想，祖父、父亲在晚辈中的音
容从此消失，只有我们后代血管里永远淌着他们的血，母
亲风华正茂的风姿也不能再现。最后，家里许多书籍和照
片几乎是一扫而光，无一样保留。

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同事悄悄地进了我们的家门，
对我说：“现在你赶快送婆婆到另外的儿女家去，今天晚
上有人要来抓地主”，还说：“把镜子收起来，镜子是照
妖镜”。于是我连夜将母亲送到弟弟家，使母亲免受了一
场惊恐。

母亲那时说她不能去买菜，也不能上商店买东西，怕
说错话招惹事非。因为那时见人、办事语录挂在口，买东
西之前先读一句语录，母亲无法面对这一切。同时，她还
问别人会不会要求大家都跳舞？弟妹们不明白她的意识，
后来才知道她指的是跳“忠字舞”。

——待续——
（图文受版权保护，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诚征室友
西北52街，交通便利，价钱合宜，有
意者请电 （317）490-8642

商用房屋出租
71街 michigan Rd, 900 英尺四间商业
办公间外加会客厅和地下室。价钱合
理交通方便，请电317-703-9828。

1983年母亲来美国时拍摄

 接送、翻译、电脑维修服务
电脑维修升级，教车陪练，机场接

送，国语、粤语、英文十分流利可胜任任
何口语翻译以及文书翻译，旅游或者商务
接待。价格优惠，服务质量保证。

有意者请联系电话：317－370-1091，
或邮箱：liuyue2014usa@gmail.com

 Tranquil   Spa
Tranquil Spa, 4955 W. Washington St. 

Unit 6, Indianapolis, IN 46241-2000  open 7 
days a week, 10am - 10 pm,  全身按摩/头
部按摩，$60/hour, $40/30 min. 

电话： 317-909-4777

分 类 广 告   CLASSIFI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