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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特车行
Richter Automotive, LLC

Used Cars for Sale!  二手车
BMW, Toyota, Mazda, Ford, Volk-
swagen, and More!No overhead so 
we pass the savings on to you!   没有
手续费，帮您省钱！
See listings at: www.richterauto.
weebly.com
Or call (317)941-9035 for more info

诚信装修
承揽室内外各种装修，价钱公道、服
务专业。电话：312-889-7915

专业水暖
承接：商铺、新旧住宅的热水炉、上
下水道、厨房各种设备、水龙头、阀
门更换、安装、维修工程。30年专业
经验，随叫随到，价格公道。王师傅
电话：317-373-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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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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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
招聘有经验叉车司机，英语流利，待遇
面谈。联系人：田先生   317 228 1791；
邮件：lizhicu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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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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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脚店转让或承包
印州，三年床脚店，富人区，转让或承
包，接收即赚，有意电联 917-51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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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发艺
男士精剪：$10起；女士精剪：$18起。 
地址：8916 S Meridian St (Greenwood) 
IN 46217。电话：626-560-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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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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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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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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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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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类 广 告   CLASSIFI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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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拉克，我被当成了恐怖分子
（上接2016年2月5日第8版）

到了8点钟，火车才缓缓进站，算来这
100公里路程，竟然开了5个小时。我焦急地
上车去找，然而还是没有！好心的女工作人
员安慰我，说如果找到了她会通知我，而我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哪怕是没钱了，她都会
为我提供帮助，这下子又快把我感动哭了。

终于在到达伊拉克6天之后，开始在巴格
达城内游览。巴格达是两河地区建立最晚的
大型城市之一，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第二
代哈里发曼苏尔将首都从库法搬迁到新建的
首都巴格达，其后除了九世纪下半叶短暂迁
都萨迈拉外，这里充当了伊斯兰世界将近500
年的中心，直到公元1258年末代哈里发被蒙
古入侵者杀死。曼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修建
了一座正圆形的城市，宫殿在圆心处，街道
放射状分布，史称巴格达圆城。目前，圆城
已无迹可寻，存在的老城区，一片位于底格
里斯河东岸，一片是西岸圆城以北围绕什叶
派第七和第九位伊玛目圣墓修建的卡济米耶
城区，伊拉克政府也希望将巴格达城申报为
世界遗产。

在巴格达寻找旅店，比在纳杰夫、卡尔
巴拉这样的城市困难得多，几个著名的大酒
店如曼苏尔、喜来登，价格奇贵。忽然想到

卡济米耶圣墓区应该同前两个圣城类似，果
然，沿着老城街道全是面向外国人开放的小
旅馆。然而，我忘了在巴格达，什叶派聚居
区是最容易被袭击的。

十一、泰西封：坐上装甲车只为拍照
住在什叶派聚居区，我开始打听泰西封

怎么去。得到众口一词的答案——不要去，
那边都是逊尼派，特别危险，并且做出杀头
的姿势。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叶和逊尼这
样直白地互相惧怕。在主要是什叶派的伊拉
克南部，他们谈到逊尼派会说：我们是兄
弟，那些不重要；但是在巴格达，说辞就完
全不一样了。

然而泰西封不可能不去，它在巴格达东
南50公里的马尔丹市附近，打车应该一个小
时就能到。我去除了身上所有和什叶派有关
的纪念物，半夜四点到达汽车站，给人民币
300元往返，很快有车答应了。

趁着夜色前行，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被
一个检查点截住了。在这里遇到了到伊拉克
以来英语最好的一个士兵，他说那个城市确
实比较危险，他要把我的护照收走，防止路
上被抢，让我速去速回。

我们到了遗址门口，太阳正好升起，金

色的阳光，把朝东的拱门照得一片灿烂。敲
开大门，工作人员同意我进去，但是不能拍
照。这么重要的遗址，怎么可能不拍照！于
是我在门口和工作人员磨，还是一点商量余
地都没有，最后门都关上了。司机是什叶
派，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一个劲儿催我快
走。我说我可以给你加钱，但是不照相我是
绝不会走的。司机说我不走他要走了。我想
着钱还没给，他不可能走，结果还没回过神
来，出租一溜烟跑了。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大门口，确实有点害
怕。突然间，不远的城镇里传来一阵噼里啪
啦的枪响，我下意识就想找地方躲，但是眼
前是光秃秃的围墙，站在哪里都非常显眼。
枪声过了五分钟才停止，之后又是彻骨的寂
静。望着来时那长长的土路，觉得武装分子
就要杀过来了！

我再次把工作人员叫了出来，他说到南
边那个清真寺开个证明就能照了——其实就
是想把我这个麻烦人支走。但我就是不到黄
河心不死，走到那个清真寺，几个士兵坐在
门口，果不其然，又被扣押了。这次我连护
照都没有，士兵发现这一点后，似乎抓到了
现行恐怖分子。我用所有能想到的肢体语言
努力争辩，半个小时后，他们似乎明白了，

打了一个电话。
一刻钟后，收我护照的士兵风尘仆仆地

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拉我上
车后，他说文物局不让拍照，只好把我送
走。这时车速还不快，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
气，想要打开车门跳下去。士兵这回真被我
的锲而不舍打动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做梦一般。士兵
把车开到了军营，叫了他的两个弟兄，把我
请到了一辆装甲车内。装甲车顶上开了盖，
架着一挺冲锋枪。他的一个朋友开车，一个
朋友坐在车顶，握着冲锋枪，就这样呼哧哧
开到遗址门口。看门的吓坏了，没等士兵说
话就打开了大门。士兵非常豪迈地跟我说：
不用感谢我，是这辆车有面子！

泰西封作为希腊化之后近东最重要的城
市，充当了帕提亚安息和萨珊波斯两个大帝
国将近400年的首都。现存的这座拱门建于六
世纪中叶的萨珊时期，是这个一代名都唯一
的遗存。它其实是一座比现在大得多的宫殿
的前半部分，高30多米，横跨将近25米，但
拱壁不足一米厚，如此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拍摄接近尾声，几个士兵过来要跟我合
影。英语最好的士兵告诉我，他父母都已经
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上的大学，但因为国家
有难，毅然回国参军。

——待续——
（作者：刘拓  本文首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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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锋（上海）

我、王大、小龙，还有一个当
地工友，慢腾腾地走在从宿舍通往
交通局机关大楼的人行道上，那是
79年安徽蚌埠普通而闷热的初夏。
汽车轮子碾过的柏油路面，卷起了
一片尘埃，蚌埠的街道，总是那么
不干不净。我们几个的心情，也如
这扬起的灰尘迷茫而不安。

今天是高考发榜的日子，前几
天从小道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沮
丧懊恼的情绪在我们几个中间蔓
延。接到通知，今年高考发榜是在
交通局人事部教育科。由于是要去
听一个并无希望的结果，理智抵
触；但不知从内心深处的哪条缝里
还顽强钻出一丝侥幸的期盼。于
是，脚步还是朝那个方向行进。熟
悉的马路显得漫长了许多，没有人
讲话，只有那个蚌埠本地的工友扯
嗓子哼不着调的无腔曲，算是给僵
滞的气氛添加了些许活气。

按照当年严格的组织程序，所
有的高考发榜名单均要逐级传达到
每个单位的人事部，再由人事部转
给教育科。

时针指向1979年7月20日下午3
时正。交通局大楼里显得空荡荡，

教育科在二楼东面的尽头，从楼梯上去要走过一条长长暗暗
的走廊，就好似我这些年来走过的生活道路。

一
76年初，我还是安徽怀远县梅桥公社一名插队的知识青

年（那个时代特有的称谓，简称“知青”）。一个消息突然
炸响：“要抽工啦！”。从农村抽调到城市。这是所有知青
望眼欲穿的机会。当时的流行口号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一辈子！”。政府的意图是要稳住日
益躁动知识青年的心。耳边也不时传来各种关于知青的新
闻：湖口大队的上海女青年嫁给了那个黑不溜秋的生产队
长，张庄大队某知青娶了本村老张头的最漂亮女儿之类的消
息。随着年龄一年年地增长，谁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否能
够回城。有些到了婚龄阶段的知识青年已开始做实实在在的
盘算，到底是否扎根？明显的对照是同龄农村青年，有二三
个娃的不在少数；但大部分知青，还是熬着、盼着，希望天
上的馅饼能够落到自己身上。

当时回城只有两条路：一是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二
是等待抽工机会到达周边某城市。工农兵学员，是公社书记
手中的香饽饽。不仅是名额少，且对成份有明确要求，更是
书记进行潜规则的利器，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抽工机会二
三年才一次，同样也是粥少僧多，同样也是对成份有要求。

已经在公社当知情领导的小唐，让我偷偷看了自己的档
案，上面清楚地记录：父亲，反动资本家；大哥，现行反革
命分子。这是两个重磅铁锤，足以将当时一个青年所有的希
望砸得粉碎。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成份”为何物？那个
年代，“成份”就是天条！就是规则！它平白无故地把人从
襁褓起就分成等级。毛主席讲的：有成份论，不是唯成份
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操作中，重心永远落到了第一
句上：有成份论。农村的现实可能更残酷，明明很优秀的
男青年，因为出身地主，就无法找到老婆。若他能有幸多一
个妹妹，也许可以与其他地主富农出身的家庭采用换妻的方
式，解决一下婚姻。成份是整个共和国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
桎梏，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是在现实利益面前，处处被显

现等级的区别；更是社会中所有人都会用歧视的眼光，在他们
的心头，划出累累血痕。

几年一次的知识青年抽工计划终于下达了，梅桥公社有十
几个名额，这是几年来最多的一次。激动的情绪开始在知青中
弥漫开来：祈祷、盼望、预测、讨论、四处活动，都希望幸运
能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为了能摆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命运，多年来，我几近
疯狂地工作，表现。但没有用，当时梅桥公社所有知识青年的
思维定势是：若是像李锋这样成份的人能抽工，还有谁不能抽
工？！ 

转机出现在同为知青的小马作为工农兵学员到上海二医大
上学之后。临别的时候，她悄悄地把我拉到边上，告诉我，她
这次上学，实际上是有一个怀远县第一中学的李老师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

在小马的安排下，终于有机会与李老师在他上海的亲戚家
见面。那是一个上海最普通的家庭，杂乱而昏暗（当时，上海
人的住宿条件之差，常被外地人笑话）。我送上了几件从今天
看来是极为寒酸的礼物。李老师并不热情，他是福建人，黝
黑、消瘦且矮小，喜欢穿黑色的衣服。相比之下，脑袋显得很
大，那张并不年轻的脸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双黑黑的大眼
睛，深邃而智慧。他刚刚做过胃切除手术，脸色黑中泛白，明
显带有术后的虚弱。听到小马的介绍和我的陈述，只是敷衍地
说：“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你的事到时候再看吧。”

对我来说，这是漂浮在汪洋中的一根稻草？亦或是紧闭的
生活之门上一条极细微的缝隙？当一个人被成份问题逼到绝路
以后，即使是无法承载的草，也会毫不犹豫去抓；即使是无法
开启的缝，也会用力去扒，直到双手十指鲜血淋淋。

贝多芬的名言：要卡住命运的喉咙，当时我仅仅是一个读
到初二就遇文革的学生，不解生活真谛。但后来的经历，反复
向我证明：当你激扬你全身细胞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不可能
也许会变成可能；当你遇到重大挫折，生活无望时，只要你豁
达面对，全力争取，你希望中的可能也就真正有了可能。

从我们生产队到县城要50多里路，我开始经常出没李老师
的家。农村里有的是新鲜的米、面、油、花生和黄豆。只要李
老师家缺什么，那下次我到的时候就肯定有了。现在想来，这
是不是最原始的贿赂？也许，但更是一份执拗的真诚。与现在
流行的礼物比起来，粮油根本不能作为礼物摆上台面，但那
时，这些浸透汗水的米面，真正能满足一个家庭的需求。

记得那是唐山地震后，所有人都在恐慌中。防震棚的建设
在淮北大地上兴起，家家户户都会在所谓安全之处搭建一个小
棚，把自家的缝纫机、闹钟等最最值钱的心爱之物连同自己的
命，托付到这样只有祖先住过的居所中。当时，芦苇、草席和
树棍一下成了抢手货。我在乡下，找了一个最大的板车，结结
实实地把防震棚所需一应材料捆了一大车，然后想法把板车套
在借来的自行车上，艰难地驶向县城。安徽农村土路，由于雨
天时的踩踏，坑洼不平；风起处，土尘蔽天；加上随处的沟坎
桥梁，单人骑车尚不好走，更何况还要套上这么个庞然大物！
真是要感谢我的年轻，感谢农村给我这一身肌肉，经过半天的
奋斗，终于到达县城。城里所有人都向我投来艳羡的目光，而
我将这一车辎重，威风凛凛驶进李老师家院子，稳稳当当停在
他家门口。我擦着汗水，感觉就是自己成了一个得胜还朝带着
大批战利品的将军，那么神气、那么自豪。

有了材料，我更有的是劳力。在农村，我每天能挣10分
工，是一等强劳力。再加上这几年学的农村手艺，搭防震棚犹
如儿戏。这样的表现，李老师和他能干的福建太太一直没多
说什么，只是记得有一次只剩我和李老师两个人时，他突然
说：“你这个孩子……”，他把另外半句话吞了回去，但在他
的眼睛中，能感受到那份逐渐浓郁的情感。

李老师的社会关系公式是这样的：他是县一中最好的老
师，自然能得到校长的重视和私交；一中是全县最好的中学，
校长自然就是县城中有身份有头脸的名人，平时与县长把酒言
欢的机会不会少；县长有时只要稍稍发话，对于下属的公社书

记来讲也是一言九鼎；公社书记对我们的大队长和小队长们，
那只要简单地通知就行了。所以，这个公式运算的结果就是：
只要李老师努力去做这道题，校长就得帮忙，县长就可能发
话，公社书记就要执行，大队、小队更是趋之如骛，再难的题
目都会显示结果正确。

最初的抽调名额公布以后，在知识青年中各种议论立即暗
流涌动，最后掀起大浪。这是所有人盼了多少时间的一次机
会。最让人愤愤不平的是：公布的名额中居然会有李锋。每个
人仔细对照了自己成份的等级以后，不约而同把进攻方向对准
我这个背负两个“反”字包袱的人。大有“李锋不下，何人能
下”的强大舆论。此时的我倒是超脱，做着我油盐酱醋的小
事，只是苦了李老师，捂着那个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四处
奔波。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按公式计算出来的，也是当时梅桥公社
大部分知识青年无法想象的。我终于可以告别从69年一直到76
年总共7年多的知青、农民身份，去当一名当时最最光荣的城市
工人。这样的喜悦，绝不亚于今天学子的金榜题名。

我带着浑身疲惫和兴奋到蚌埠指定的地方报到。各公社来
报到的人齐刷刷坐在一个油布搭成的大棚里（76年，中国的多
事之秋。一年中，共和国的伟人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相继故
去，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弄得全国人心惶惶。已经到了
10月份，蚌埠的居民还都住在防震棚里，还有就是随处可见的
油布大棚），等待着命运又一次分配。宣读名单的是个有点年
龄的官员，音调有点怪，似乎每个名字后面都有点玄机。所有
知青热切盼望的当然是国营大厂，先被报到名字的全是当时令
人垂涎的好单位：压缩机厂、纺织厂、柴油机厂……报了半天
也没有我们几个的名字，心脏被悬到了半空。最后听到：搬运
公司四个字，沸腾了好几天的心情一下被打入到冰点，互相发
问了一下，立即心照不宣，又是“成份”！搬运公司几乎包容
了所有成份不太好的知青，因为这次抽工，已经没有比它更差
的单位了。搬运工，就是在这个三流落后城市中，也是最等而
下之的工作。市民眼中，这就是一份在马路上缓慢吃力拉板车
的工作。在蚌埠，若是介绍对象，只要听到“搬运公司”“煤
炭公司”，立即会被对方嗤之以鼻。想不到成份在这个国度
里，已经像空气、水，到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地步了。

我被分在搬运公司起重大队下的汽车装卸队，与王大、小
龙等几个，一起住进搬运公司的宿舍。当然，他们的成份也无
法与根正苗旺的红五类相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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