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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快餐店转让
位于86街与Michigan Rd。有意者请与
（317）660-1799 联系。

招聘
Rice Cooker is hiring Full time Cashier 
and Carry-out packer.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Michael at 317-702-6882 
1211 W. Oak St. Zionsville, IN 46077

聘兼职护工或家庭看护
$50/half day 3-4 hours. 5-6 days a week
Call or text  Karen at :317-414-3218
Email: kyan88@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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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收银员
越华超市急聘几位收银员。请联系周
先生 502-439-6427。

餐馆招聘
请启台、洗碗工、帮炒。有兴趣者，
请联系幸运楼 317-446-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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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店转让
证照全，客源稳定，电话：317-519-
6028。 

招聘启示
医生诊所招聘医学助理，需要简单英
文，有合法工作身份。有意者请致
电：317-966-3910 

寻找室友 
52和Lafayatte，交通方便，（IUPUI、 
downtown、highway），购物便利 
（Meijer、Walmart、中国店和餐馆） 
包水电气，价钱合宜。联系方式： 
317-490-8642
 

印城张老师学坊
张老师，南佛州特教硕士。1:1教学，
教学内容：克服学习障碍（自闭，阅
读，迟缓）；新移民、成人英语阅
读。邮箱：katsutraining@gmail.com；
电话：813-220-4872

床脚店转让
Jj Spa,  9451 E. Washington St.  India-
napolis, IN 46229  价格 一万九千元，
电话：317-909-0851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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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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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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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翻译、电脑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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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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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院/指甲店转让
Very new beauty salon / nail salon for sale. 
North of Indy, great location with potential 
walk-in customer. Owner has other com-
mitment. 
店好区好利润高。电话: 317-225-3338. 

B u f f e t  出 售
印州中部Buffet店，地点好，学校附
近，简单易做，成本低。生意稳定、
包赚钱。有意者请电：317－77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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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回到了图书馆
图书馆的领导大概早已在考虑如何安排我了。当

年右派摘帽的时候，为了如何安排——另安排工作，
还是回中文系——就有过争议。这次安排，我只知道
结果，不知道过程，把我派去一个临时组成的写作
组，做些查资料的工作。

这个组分三个小组。我去的那个小组，多半是历
史系的老人，对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的课题是太平
天国和捻军。要我做的事，是翻捡捻军和太平天国的
历史材料。要翻检的主要是《清实录》和从戈登等人
的家书、信件、指令中，检出他们的侵略行径；再就
是画捻军进军的路线图。我很喜欢干这些活，又是和
宋史校点组在一起开会、学习，也就可以和应镠同出
同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把我当靶子来打。

捻军一书完成后，作者要把稿费分一部分给我，
我婉言谢绝了。我只不过翻检了一些资料，是我工
作，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没有理由要分人家的稿
费。后来作者送了一本成书给我留念，我接受了，并
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在一起学习除了宋史校点组，还
有一组是政教系的，其中有两位女士和我相处得也很
好。

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才调回图书馆。
回图书馆后，一次教学大楼前涨水，趟了水，头

晕，去打扫厕所时摔倒了，昏了过去，被抬进会议
室，直到开完会我苏醒过来被送往医务室就医。这让
我又一次感到难忘的歧视。就是这种歧视，使我发现
自己处处在提防别人给自己设圈套。也许，这种提防
是对别人心态的曲解，也增加了自己心理上的压力。

有这样一个例子。批林批孔开始了，新来的副馆
长找我谈话，让我抓住这个机会，批判一下自己思想
中的孔孟余毒。我不知她的目的是什么，怀疑是又一
次要把我卷进这个漩涡，就声称，自己没有读过什么
孔孟的书。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大学读的是心理
系，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一无所知。她
不说清她的要求，我也假作不理解她的意图。一个下
午，你推我搡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让她很失望，她
让我很累，谁也没有弄清楚这次谈话要解决什么问

作
者
¨
李
宗
蕖
︵
上
海 
︶

题。天快黑了，这个“游戏”也就结束了。不久，大方
向转了，我重新干起整理书籍的工作。打馆藏英文书和
俄文书的目录，也算为整理书籍做了些贡献。

其实，那时有谁需要外文书的目录呢？我至今还存疑。
当时，没有人需要它们，但解决了我无所事事的困境。

我和我的孩子们
四个孩子，两个大的差两岁，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

人了。两个小的也相差两岁，现在五十多岁，已经开始
考虑怎么早些退休，好有时间干一些自己想干和能干的
事。但在我心目中，他们还都是孩子。他们儿时的情
形，常常出现在我的回忆中，让我高兴，也让我心疼。

大儿子是1945年出生的。从那时起我才懂得生活的
担子不是很好挑的。

我们为了让才从滇缅公路回来的应铨有一间单独使
用的房间，也让我和应镠有工作、休息的地方，就搬了
一次家，从三间市内并不算宽敞的楼房搬到城墙边的一
座土砖泥瓦建的简陋的小房子里。在这里，每人都可以
有供自己使用的房间。这是离我们工作的地方近些的，
建在农田里的一座小房子。我们租用了楼下的一层，有
一间是可以在一起吃饭、聊天、招待来访的朋友的“客
厅”——不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客厅的那种，只是一间有
通向其他三间房间的狭窄的门和一扇朝南开向院子的比
较宽阔的大门。

来这儿串门的人不少，应镠兄弟俩都好客，我也喜
欢热闹，进出这套小房子的客人可以说真不少。

仗打完了，学校正准备迁回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
的朋友搬回空出的校舍，在那里等待轮到回北京的机
会。我们的行止就得看今后工作的去向了。

这次搬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站起身就能走了。多了一
个小东西，一个怕磕着碰着的小东西，占住了我的两只
手。从出生那天，他就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预产期是
五月中旬，他偏偏迟到六月一日，物价统涨的那天出
生，要付的医药费多出了两倍。应镠工作的学校为我们
申请了增长出来的费用，总算过了这第一关。我还动了
一个不大的手术，又得多付一些。那时对外边“流浪”
来的教师是有些照顾的，我们花了三万元就抱回了这个
小东西。

真是年轻不懂事。认为把孩子抱回来就没有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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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谁知房东提出了要在门边杀一只鸡的要求。抱着孩
子的我的同学，把孩子放在我手里，就把鸡杀了，把血
洒在门边，然后扶着我进了门，上了楼梯。据说，房东
还是照顾我们这些外来户的，不然还得点燃香烛呢！

但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真多。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每天
下班后来我家为我的孩子洗澡、上药，她说看到同乡
人，心里都暖。大学里的一位女同学，天天来为孩子洗
涮、换衣服；中学时的一位长我几岁的女同学，把她的
孩子既作车子又作床的推车送了过来，还安慰我说：
“安心使用吧。”她的孩子很健康，现在已经满地跑
了。一个孩子才一岁的同学，把她雇的一位女佣送了过
来，说暂时让她来照顾我，等孩子满月后再领她回去。

孩子四个多月时，我们搬进这座房子还不久，就出
了件至今还让我心惊肉跳的大事。这天才吃过饭，孩子
睡着了，学校派人来通知我们，学生因为不满时政，辩
论起来，要应镠过去调停一下。我们认为最好是一起
去。就把睡着了的孩子放在床上，放下帐子，匆匆地去
了学校。事情很快解决了，等学生情绪一平定，我们就
回家了。

才回到家门口，房东家的小使女就迎了出来，
说：“弟弟哭了又哭，我进不去。”我冲进门，一掀
帐子，就慌了神，一只大老鼠从帐子里跳出来，孩子
的小手被咬伤了。我赶紧把孩子手上的伤口洗净、上
了药包好，抱着他坐着等天亮。天一亮就赶到医院。
医生说：“伤口做得还好，只是目前昆明买不到抗鼠
疫的药。十四天后没有感染的话，就不会有大事，否
则……”第十三天晚上，孩子发烧了。我简直觉得天要
塌下来了。天一亮就抱去了医院。经医生诊断，没有什
么大事，只是受了些凉，确实没有事了。但从此我不再
照着书上说的，应该让孩子单独睡，养成健康的习惯，
而总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即使在以后迁进了没有老鼠
的房子，我也在夜间紧紧地搂着他。

儿子现在早已不记得小时候吃过的这次苦头了。但
只要说起这件事，他就会把手伸给我看，看那个几十年
还没有消退的疤痕——他没有说过那是我失职造成的，
我可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忘不了那个指上的伤疤。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黄师傅专业地板
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承接过多家建筑
公司工程。现承接商业、家庭各种木地板工
程。精心施工，免费评估。电话：317-828-
8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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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流氓
一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

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
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
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
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
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
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
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
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
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
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
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
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
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
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
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
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
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
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
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
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
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
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
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
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
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
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
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
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象平时从事
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
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
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
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
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
奋起来。

二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

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

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
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
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
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
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
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
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
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
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
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
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
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
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
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
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
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
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
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
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
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
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
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
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
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
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
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
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
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
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
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
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
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
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
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
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
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
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
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
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
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

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

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
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
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
赌场时，他就象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
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
使他象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
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
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
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
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份的
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
不敢象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
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
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
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
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
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
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连。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
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
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
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
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
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
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
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
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
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
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
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
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
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
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
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
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
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
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
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
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
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

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
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
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
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
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
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
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
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
梁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
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
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梁饼时将她
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
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
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
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
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
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梁
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
少得可怜的裤子，象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
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
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
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
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
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
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
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
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
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
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
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
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
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
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
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
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
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
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待续——

说明：摘自百度文库。这篇小说原发表于大
型文学期刊《长城》2009年第5期上。

作者：于建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