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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Barista. Chatime, world famous bubble tea 
is opening soon in Castleton Mall. $8-12 
per hour. If interested, call Cindy (317)410-
4319 or email Cindy@taste-holdings.com

招  工
快餐店新开张，诚聘前台服务员，需会
简单英文，需要报税，一周工作30-40小
时，$9/  时。联系电话：317-845-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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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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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脚店转让
Avon地区，三年老店转让，有老客，
包赚钱。电话：626-236-3566

招   聘
寻找做饭小时工，每天三小时，负责
晚饭及轻度打扫，Fishers Geist区，有
意者请于上午11点后致电317-200-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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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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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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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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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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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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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ERFECT DAY SPA
您的魅力来自我的创意，

改变从头，愉悦在心。本店拥
有十多年美发经验的美发师，
精剪各式男女发型，价格合
理、服务一流。从周一到周
四，特价优惠。

电话：317-222-5669
地址： 7844 Notth 

Michigan Rd. Indianapolis IN 
4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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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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在十几年前就进
入 了 中 文 世 界 ， 那 时 候 没 有 引 起 什 么 反
响。1985年，她的第一本书《战争的面孔不
是女性的》被翻成中文，1999年，翻译家高
莽（笔名乌兰汗）和田大畏也翻译了她当时
的两本最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
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纪事》，结
为一本，收入《新俄罗斯文学丛书》，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套丛书了。现在她被
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能找到的也还是只有这
三部。她最新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二手
时代》（Secondhand-Zeit，2013）在第一时
间被译成德语，但至今都没有英文版和中文
版。

斯维亚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48年，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
人，这两个国家如今都和俄罗斯关系不好，
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的写作从未离开
苏联，她是个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了
几年记者后，她写出了第一本书《那时我正
要离开村庄》，结果被禁止出版，因为书中
太多地批评了苏联的户籍制度：村庄居民不
准擅自离开到城市里定居。后来她也不想出
版这本书了，因为觉得“太像记者写的”。
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她转向了如今的
这种写作方式，她称之为“文献文学”。她
的作品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但似乎又有什么

地方不一样，它们太厚重，太沉郁。更准确
地说，是口述史。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5年时间写
完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在一本
文学杂志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奠
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她跑了两百多个村
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
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
后勤人员，整本书就由这些采访构成。这些
女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
但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都没有人曾经像她
一样关注这个问题。如她自己所说，战争是
一种男性气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那些
被卷入其中的女性才面临着更大的痛苦：
要承受与她们体力不相符的搏杀与劳动，
并且在战后被忽视。当然，和她的第一本书
一样，这本书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尽管获
得了文学界的普遍好评，官方依然指责她站
在反苏言论一边，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
她很快就丢了工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
始改革，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结果一解禁就
在国内卖了200多万本，官方忽然又开始喜
欢她，发给了她共青团国家奖（Komsomol 
StatePrize）。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苏联得奖。

她写书的速度很慢，每写一本都要耗费
数年采访数百人，经整理和筛选后只有很一

小部分被写进了书里。到现在为止，她一共
也就出了六本书。而且她笔下的题材太不讨
喜，阿富汗战争、苏联人民的自杀问题、切
尔诺贝利、苏联解体……尽管她的作品已经
被翻译成35种语言，也在欧洲获得了很多的
奖项，在她的祖国白俄罗斯，依然没有什么
人知道她，因为官方禁止出版她的书。卢卡
申科上台后，原来被选入教材的部分也被删
除了。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莱比锡得
了奖，她把所有的奖金都用来买自己的《切
尔诺贝利的祈祷》的俄语版本，并且把这些
书走私进白俄罗斯。政府更不喜欢她了，指
控她是CIA的间谍，家里的电话也被窃听了。
从2000年开始，她接受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
资助，在巴黎和柏林居住。在完成了她最新
的一本《二手时代》之后，她于2011年冒险
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明斯克，此后一直居住
在那里。

与许多苏联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
维奇离官方意识形态很远，似乎从来就对集
体、爱国、自由这些大词汇抱有距离感。即
便如此，她对《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
不十分满意，尽管已经关注了默默受苦的女
性群体，已经足够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她依
然觉得这本书与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走得太
近，似乎一切的苦难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
都具有了意义。直到《锌皮娃娃兵》写成，

她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战争
文学中，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浪漫情怀占
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即便残酷性也被少
量地展现出来，但不过是前面这些主流价值
的佐料。而《锌皮娃娃兵》完全展现了战争
的无意义与荒诞，以至于很多当事人无法接
受，甚至写信和打电话来骂她。

——待续——
作者：陆晶靖  转载自《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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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锋（上海）

天渐渐黑透了，晚饭间胸部
开始的隐隐作痛此时越发加剧。
平时不太愿意上医院的我，居然
主动对我太太说：“是否要去趟
医院？”探头向窗外望去，天空
中飘起细雨，2010年3月23日，上
海初春的晚上，乍暖还寒。整个
城市都是湿漉漉、阴冷冷的。

还是自己开车去华东医院最
方便。将车停在医院急诊室外面
的店门口，心里还想着，已经是
晚上了，大概不会有警察叔叔的
违章停车罚单。如果我知道后面
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张200块钱的
罚单，那就像天上在飘的毛毛雨
啊。没带雨伞，关上车门，拉着
太太，一路小跑进了急诊室。

听说是胸痛，接待的医生一
连串问题立即提出：“有没有
交通事故受伤？”、“有没有
搬过重物？”、“有没有跌倒
过？”……我缓慢地摇着头，努
力回想着这些天，除了到安徽蚌
埠以及梅桥公社（我插队的地
方）走了一次，什么都没有做，
一切正常。医生怀疑是心梗，心
电图仪立即伺候，连做两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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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但胸痛仍在持续，加重……
夜逐渐深了，医生用迷糊的眼睛看着我，蹦出一句

话：“吊点水吧！”这是中国医院最标准的处理方法。没有
头绪的时候，往血管里灌一些医生认为不会造成任何结果的
盐水加药水，总不会错。坐到了急诊室的专供临时打点滴的
座位上，突然，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袭来，双脚从微小的颤
抖逐渐变成了剧烈晃动，胸部痛已经穿透到了背部，是一种
难以忍受的钝痛，人已经无法在椅子安坐。医生这才开始意
识到这是明显的神经损伤症状，请神经科医生来会诊。

神经科医生来了，只是用手做了些简单的测试，二话没
说，立即吩咐去做CT。但CT片却又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一个电话，把做核磁共振的医生从家里唤来，用几十分钟的
时间启动机器。就是这几十分钟，麻痹已经由下而上，逐渐
向胸部进发。刚开始的时候，还仅仅是双脚无力；到了被推
进核磁共振室，我的胸以下部分已经是感觉全无。

核磁共振片子清晰地显示：一片椎间盘的软骨插进了胸
椎，切断了第一胸椎和第二胸椎之间中枢神经的大部分。

深夜，人被拉到骨科病房的走廊上，算是华东医院对我
这个急诊病人的照顾。半夜的走廊里空荡荡、黑呼呼的，唯
有我这个床孤零零地被抛在中间。

当班医生很年轻，但处理手法极为老道。导尿管被立即
插上，大剂量的激素和脱水剂甘露醇得到了及时使用。他匆
匆在病历卡上写下几个字：“胸椎完全性损伤”。当时对“完
全性”几个字并没有概念，后来才知道：这是脊椎损伤中的极
刑，脊椎一旦切断，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性。神经细胞的坏

死是不可逆的，无数典型病例：桑兰、汤淼都是因为“完全”
两字，尽管有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是回天乏术。我也在第一时
间被判为：“高位截瘫”。

人，原来可以如此脆弱，危机往往就在顺风顺水之时突然
降落，生活之舟瞬间颠覆，一切都来不及思考，疾病的重锤就
已经狠狠地砸在我那根逐渐衰老的脊椎之上。如此凶狠的疾病
居然没有预兆，没有原因。医生又一次反复问我：是否搬过重
物？是否有事故？我只能摇摇还算是健全的脑袋。因为确实这
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太太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近乎
发疯似地找医生，到处打听。没有人能找到我瘫痪的理由：也
许是平时锻炼身体仰卧起坐做得次数过多？也许是上个礼拜搬
过一些东西？也许是18岁时下乡时所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造成
今天的结果？一切都是推测，也只能推测。唯一不用推测的事
实就是：胸椎间盘的碎片脱落到椎管中，把脊椎神经卡断五分
之三以上，引起了瘫痪。而我刚才还在天真地打算看病以后自
己开车回家。

人一下被固定在床上，哪怕是稍微翻个身、抬个腿的功能
也瞬间消失。大脑清晰飞快的转动与身体的纹丝不动正好形成
鲜明对比。想起了不少需要交代出去的事情：本来第二天约了
几个人见面，要一早就通知他们取消；看来短时间很难出去，
单位公章要交给可信的人，工作总是要正常开展的；家里的兄
弟姐妹，是否要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应该对他如何讲？
甚至想到了今天开来的车，明天一早还要让司机开回去。

更残酷的问题是：目前的瘫痪部位已经到达上胸部乳线之
处，是否还会进一步发展？再往上，就不仅仅是身体与双腿的
问题了。

走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亮着昏暗黄色的指示灯箱给走来
走去的护士们打上一点点地光。尽管痛，尽管有些胡思乱想，
我还是在疲惫中睡着了。这是我天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
与睡觉的约会还是照常进行。

3月的早上，天亮并不很早。太太一个晚上没有合眼，连
一个简单的能坐坐的地方都没有。电话早就打出去了。她的哥
哥、嫂子、嫂子的哥哥都来了。大家都眼巴巴地在等待，等待
一份判决，一份对于目前状况的权威解释。6点……7点……8
点，终于等来神经内科主任的查房。我记得缓缓而至的骨科主
任是一位极为英俊、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面色红润，认真梳
理的头发上，稍有几根银丝，金丝边眼镜，不扣纽扣的白大褂
内，露出的是西装和精心打结的领带——完全是可以让人放心
甚至崇拜的模样。一群助手和实习医生簇拥着他，都小心地、
虔诚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主任拿起神经内科医生所特有的工
具：小锤与针，仔细地检查我身体各部位，问我的感觉，还不
时让几个学生来复看一下。最后，他拿起核磁共振片子，突然
严肃起来，环顾围在四周的学生们和护士们，用不紧不慢的男
中音向簇拥者们宣布：你们看，这不是骨科的毛病！

这是对核磁共振片子呈现状态的彻底否定！不是骨科毛
病，也就是说，我的状态不是神经被卡造成的，元凶应该是急
性脊椎灰质炎等引起的神经病变。按照我现在的理解：骨片卡
住神经，是物理性质疾病；神经本身发生炎症，是化学性质疾
病。医生水平的高下，犹如高级侦探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以及
长期积累的断案经验，能迅速根据各种报告，根据病人体征，
根据发病过程，准确地作出判断。这位主任俨然自信地认为自
己就是高手，他慢慢地把脸转向我太太：“不用做手术！”。

一切似乎又变得有希望！脊椎病变明显要比脊椎受物理性损伤
要轻得多。

诊断不同，治疗方向迅速发生改变：不开刀，立即抽骨髓
进行化验，人被翻转，趴着，抽骨髓的针足足有半尺长，身体
反正没有的痛觉，护士的指令是6小时不能动。

最初一击打来的时候，太太并没有倒下，她不停地打电
话，向各方请教、求救；她在医院里到处找人，希望能有更好
的专家出现；她与我的小舅子和与医院较为熟悉的小舅子的小
舅子，共同组成了临时决策中心。特需病房落实了，总算可以
从走廊里搬到一个人的病房，连陪同人的睡觉也得以解决；专
家会诊也得到落实，下午就能过来。华东医院尽管也是三甲医
院，本身的专家并不多。但由于它有专门为首长名人服务的特
殊功能，医院的医务科有权调动全市各医院最权威的专家。

骨髓样本需要送到华山医院去检验，专家尚未到达，一切
还是需要等待。所有人都迷惘了：一边是昨晚刚拍的核磁共振
的片子，影像中的骨片那样清晰地卡住了神经，若是公安局破
案的话，这好比是得到铁证；另一边则是今天上午查房，骨科
主任毋庸置疑的判断，他目前是我这个病房的最高长官。

下午时分，三位分别来自瑞金医院神经科、华山医院神经
科、中山医院骨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赶到我床前。谦让一番
后，是瑞金医院的女教授动手为我检查。同样的工具，同样的
程序。结束以后，互相使了个眼色就轻轻退出了。

会议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由于是上海顶级的专家到达华
东医院，院长于作伟教授当然也要到场作陪，也一起参加讨
论。会议结束后，于院长终于到我床前，向我宣布会诊的结
果，三句话：开刀、快开刀、让长征医院开刀。

“开刀”结论已下，骨科主任的判断就立即变成误判。后
来听说骨科主任还想争辩几句，被在旁的副主任拉拉衣角，才
欲言又止。问题出在胸椎损伤的病例实在是太少，我的发病原
因又是太奇怪，有人用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来形容。显然，骨科
主任是上了经验和常识的当。后来送到华山医院骨髓化验也证
明，没有任何脊椎炎症发生。但误判又让我损失了一天的时
间。但问题是，这个手术并不是所有骨科医生都能做的，而长
征医院的脊柱科是全国重点专科，是这方面的权威！ 

第二天的中午，华东医院的车子就把长征医院骨科主任接
来了。

骨科主任，壮实的军人，是长征医院国家重点专科——脊
柱专科的掌门人。个子不高，浑身是劲，眼光犀利，讲话短促
而干脆。有人传，他的脾气之大和他的医技高超同时在军中出
名。他看了片子，拿一根针稍微刺了几下，问一下感觉，几乎
没有再仔细检查。朝我看了一眼，爽气地说：“好吧，我开！
到我医院。”没有一句废话，3分钟不到，转身走了。

当天下午，救护车就将我送到长征医院。果然，一切都安
排好了。他们已经在拥挤的病房中给我腾出一个床铺。邻床是
一位开颈椎的病人，来自中国富裕的温州。由于网络、由于财
富、由于交通便利，全国的有钱人都要享受上海三甲医院的专
科医疗资源，所以上海所有的专科医院都是人头攒动，车水马
龙。病房很小，拥挤但还不至于杂乱。一群内穿军衣的医生和
护士过来检查、化验，反正又是针刺、抽血。我的身躯对这一
切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不间断的胸痛成为了仅存的感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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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亚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导读：瑞典学院8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文学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亚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近几年，她
已是诺奖候选名单上的常客。 沉寂多年的俄语文学终于出头了。

评论界普遍认为，如果诺奖要发给除了小说家和诗人之外的作家，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是最有希望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