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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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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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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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特车行
Richter Automotive, LLC

Used Cars for Sale!  二手车
BMW, Toyota, Mazda, Ford, Volkswa-
gen, and More!No overhead so we 
pass the savings on to you!   没有手
续费，帮您省钱！
网站www.richterauto.weebly.com
联系电话：317-94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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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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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美甲美容按摩师

您的魅力来自我的创意，
改变从头，愉悦在心。

本店诚聘美甲、美容和按
摩师，待遇面谈。有意者请联
系电话：317-222-5669

地址： 7844 Notth 
Michigan Rd. Indianapolis IN 
46268

分 类 广 告   CLASSIFIEDS

庄则栋（左）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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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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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2016年3月4日第8版）

接下来的时间几乎是论小时过的。上海出差结
束以后又到合肥出差，同事都很贴心，我只须把自
己该做的做好，接下去的时间全由我自行支配。合
肥的逍遥津公园是我整个复习计划最后一部分——
背诵政治的地方。几门课，相对来讲，政治比较简
单。我的策略是：由于高考强调的是总分，我就把
那年只算10%且难以攻克的英语放弃了，坚决进攻
能获得高分的地理、历史、政治。事实证明，这样
的策略是成功的。

高考是在79年最热的那几天，蚌埠的闷热绝不
亚于上海。手臂下必须衬上毛巾，否则汗水瞬间就
会将试卷湿透。那年整个安徽省的考生是26万，有
人测算平均22.6个人录取一名。也就是说一个坐25
个人的考试教室，最多也就只能平均有一人多一点
可以进大学。但竞争似乎并不太激烈，恢复高考才
一年半，文化革命的惯性依然存在，除了那么多年
在社会上累积下来的、确实想读书的一些历届生，
真正作为主力的应届生们还懒洋洋地打不起精神。
我邻桌的那个看上去像应届的考生，只是在旁边陪
我睡了几觉。

考试结束以后，一切放松了，身心又回到了搬
运公司。上大学那档事好像突然远去，22.6人录取
一个，开玩笑，能轮到俺吗？

要着急解决的是工作的变更。有一段时间了，
我与另一名上海人还有两名蚌埠青年被抽调到起重
大队部，负责一些文书和宣传方面的事情。也就是
说，这是在搬运公司内部体力向脑力的转换，但说
清楚是临时的。不多久，两位蚌埠青年由于懒散而
被退了回去，仍去当他们的装卸工；但两个上海人
的勤勉、努力、乖巧，却是有口皆碑。不久，与我
同来的那位上海青年就被派去学会计。我因为前段
时间准备复习，未被提及。高考结束，一切应该明
了。起重大队曹炳坤书记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留
在他身边做秘书。但当时的我，一心只想学一门
能够不断精进和积累的技术，作为一辈子生活的本
钱。于是，我写了一封极为诚恳的信给书记，表示

欢  迎  刊  登  分  类  广  告

愿意到我们起重大队的队部医院去工作。 
这件事又要提及72年的时候，我在贵州落下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很严重，在北京当医生的姐姐坚持让我
去她那里治疗。顺便用4个月的时间，参加了他们佑
安医院的护士学习班。于是，我上午与那些小护士们
（有男的）一起读书，下午去中国京剧团做推拿（京
剧团有一名很厉害的推拿老太）。我与那些新进护士
一样，从认识人身上的206块骨头开始，接着就是病
理、药理，尽管是一些最粗浅最基本的知识，但我还
是如饥似渴。最后阶段，还与其他学员一起到病房实
习：为病人打针发药，记录体温曲线。我太投入了，
所以总是班中成绩最好的一个。但不可改变的就是我
的身份 —— 一名插队落户的知青，且马上又得回到
广阔大地上去。姐姐的医生同事，那些一起读书的护
士同学，都为我惋惜，但谁都无法改变我的命运。

但这段短短的学习经历，再加上会打针吊点滴的
技术，却在此时的起重大队医院里起作用了。医院朱
院长格外对我亲睐，到处明说他喜欢上海人，亲自打
报告要我。在我给书记的信与朱院长报告的双重作用
下，没有多少天，我就领了一件白大褂，坐到了医院
的门诊室里，像模像样地给装卸工们打针开药了。

我理想的设计是这样的：当时我已经与蚌埠市第
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严大夫相熟，通过她的关系可以
获得一定的进修机会；再看看还有什么读书机会，去
恶补一下。记得曾有人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毫
不犹豫的回答是：医生或记者。我认为，医生这个职
业无论在战争和和平年代都是人们所不可或缺。在北
京学护士实习时候，病房整洁的走廊，穿白衣晃动的
身影，办公室柔和的灯光都对我极具吸引力。记者，
则符合我的天性，好动而不安分，胆大但不妄为，自
认为笔头还算流利。

现在，能够把起重大队医院作为理想的起点，心
里也是充满愉悦。

三
走在交通局走廊上，沮丧的情绪牢牢地控制着

我全身每一个细胞。这种情绪的缘起是前几天，我
托参加阅卷的蚌埠一中的刘老师（严大夫爱人），

替我开后门查一下高考的分数。在蚌埠这样一个
城市，做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托
人。你只要认识这个城市几个关键岗位的人士，
那在这个小城市里就能如鱼得水，满盘皆活。刘
老师特地为我到招生办查分，得知结果以后，没
有打电话，而是特地骑自行车到起重大队，一脸
失望地告诉我结果：186分。这个分数离高考分数
线要求的280分何止十万八千里！刘老师只能安慰
地说：“第一次能考这个分数已经不错了，努力
一把，明年再来!”在我的印象里，刘老师是一个
仔细而可靠的人，我绝对不会怀疑他说出的任何
话。只是看到地理卷的成绩只有18分时，还是在
心中掠过一丝疑惑。这成绩也太低了，我好像都
能答出的呀，但刘老师怎么可能会有错？！

失败的阴影压向我的同时，也遮蔽了王大和
小龙的希望。几个月来，大家一起复习，互相交
流，彼此情况都有数。若是我栽得如此彻底，他
们又能好到哪里？在走过这条长长走廊的时候，
大家心情应该是差不多的。

教育科长老陈已经笑吟吟地等在教育科的门
口了，他和悦且略带得意的表情与我们的紧张、
失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尽管我们彼此不熟悉，
但老陈知道交通局下属的搬运公司里有一批从农
村抽调上来的上海知识青年很能干。而这次在交
通局系统中参加高考的，一共就是我们同寝室的
三个上海人：王大、小龙和我，外加一个蚌埠当
地的青年。

没有一个人敢主动问老陈，而老陈也似乎不
急于开口，笑容后面带着几分狡黠，我们的心又
被凝固了。总算是在可以等待的时间长度里，几
个干巴巴的字从老陈的嘴里抖露出来：“呵呵，
今年我们交通局高考情况还是不错的嘛！”这是
当年最流行的官场白话，但我们听起来，却犹如
醍醐灌顶。这就是说，我们当中有人上线了？！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逝世三周年 中国人难忘庄则栋
我从小在北京先农坛少体校练过乒乓球。没想到这点爱

好，为自己日后在知青插队时能参加比赛换工分，也成了进
工厂找工作的“敲门砖”；更幸运的是，还有缘与自己的偶
像、“一代乒坛球王”庄则栋老师交往了三十多年，成为名
符其实的全天候知己挚友。

2016年2月28日，是我们送别他三周年的日子。至今脑
子里装满了这风风雨雨三十多年的难忘经历和对他的深刻印
象。

刚进中国新闻社，陈永贵、庄则栋等便是我选择对外
发稿的好选题。为此还专赴太原采访庄老师下放山西队的情
况，尔后根据写的专稿，拍摄了外宣的纪录片《震撼世界乒
坛霸主庄则栋今安在》。这篇专稿，是我第一次被评为社里
年度的好稿；可却招惹了当年的国家体委，他们又登简报、
又发警告，不允许对庄有任何报道。

因不赞成他和鲍蕙荞老师离婚，我像个居委会大妈似
的，深入家中，两边说和。本人对被政治扭曲了的感情和家
庭关系认知浮浅，鲍老师耐心地向我讲述着她的感受，“鞋
穿在自已脚上，只有自已才能准确感觉到合不合适”。

处在困境中的庄则栋，并没消沉，集中精力与钮琛教
练合作著写着他的第一本球经《闯与创》。我帮他找到展望
出版社的阮波社长，商量出版事宜，但遭多方阻碍；无奈之
下，只好求助万里同志特批。

在万里同志“准其出书，尽快安排工作”的批示后，
书是能出了。为研究去哪工作更合适，在圆恩寺他那间小屋
里，我们“填报志愿”，反复比较，讨论到深夜，仍心里没
底。

涉外婚姻结不成，又提笔写信，拜托瑞环找小平。“共
产党还管人家娶媳妇。”最高领导者在桥牌桌上的一句玩笑
话，即代表中央批准了这桩婚事。

新婚喜宴在聚雅餐厅举行。连自己都没办过婚礼的我，
特意穿上那套纺织部给父亲订做的西装。好在记者就我一个
人。在返回单位的公交车上，兴奋得我一路哼唱着《甜蜜的
事业》那首歌，所发的稿不管是消息还是通讯全是独家，采
用率当然甚好。

我这个非专业摄影记者，拿着傻瓜机，为这对新人拍的
那张黑白结婚照，虽摄影水平很一般，但它记载了这段来之
不易的异国姻缘，那个年代的简朴装束和那副感人的恩爱神
态，值得他们装在画框里多年珍藏。

从那时起，庄老师所有比较大的活动筹备都把我叫去商
量，建立了彼此充分信任的关系。结婚十年纪念活动，我提
议请牛群夫妇一起策划并主持，结果真办得十分风趣热闹。

央视陈铎老师的
一家人都是庄老的好
友。他们的工作室一
直是帮助张罗操办庄
老师多次活动的主力
军。

筹 备 成 立 庄 则
栋邱钟慧乒乓球俱乐
部之际，我和庄老师
认真地几次修改邀请
函 ， 真 诚 希 望 徐 寅
生、李富荣等出席。
彼此的共识，也终于
促成了昔日队友相聚
弃恩怨，世界冠军连
手再出山。我社的那
篇报道稿还获得北京
市体育新闻年度一等
奖。

曾经在六十年代
为中国乒乓球称霸世
界立下汗马功劳的“
五虎将”成员，在那
天的现场集体亮相，
许多老体育工作者和
球迷们看到这一幕都
激动地流下热泪！

庄先生喜好练习书法，病后的几年专攻范曾的字体。
他坚持了三年几乎每天练字六、七个小时。庄则栋就是庄则
栋，他真具有优秀运动员的毅力和灵气，书法技艺形神相
依，几乎“以假乱真”。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他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了一场名为《祖国在我心中》的大型书法展。

庄氏宗亲的诸企业家们对这次大型书法展给予了大力协
助，还推举庄老师作为他们宗亲组织的族长。

美国人始终对这位中美乒乓外交的参与和见证者十分欣
赏念好。据庄老师介绍，有一次基辛格访华时很希望邀见他
但未果。事后他们相见时，庄老才知道自已“被出差”了。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庄先生病逝后及时发来深切悼
念的唁电。

他患有的直肠癌却被误诊为痔疮，耽搁了治疗，致使多
处扩散，病情危重——对此我也有责任，总觉他是名人，有

那么多朋友帮他找大夫看病，没认真跟进，谁想到居然被耽
误了近两年。北京红十字会的领导韩陆，接到庄老师的求助
电话，立即帮他联系住进佑安医院。主管肝脏介入治疗的郑
主任勇敢迎接挑战，带领团队为他精心治疗。于是我们迅速
组成了“三结合”的庄氏团队，时常聚在病房里一起谈天说
笑，也陪伴庄老师闯过了一次次险关。

在社领导的支持下，我出面组织了社里多部门合作参与
的庄则栋报道，充分介绍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及体育总局乒羽
中心、北京市医疗保险等单位对庄老在医疗费用方面的特别
照顾及佑安医院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只要是关于庄老师病
情及治疗进展的信息，总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待续——
（作者：韩凯   摘自a.ivw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