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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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则栋与敦子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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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记
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2016年3月18日第8版）

1979年高考的规矩是先公布分数，后根据
成绩填志愿。只要超过当地的录取分数线，就
有了填报志愿的资格，然后再接受各招生院校
的挑选。

是谁？是谁？
但老陈对于我们的姓名并不熟悉，我急

中生智，指着那个姓名只有7划，最好记、最
好叫的王大问：“王大有没有？”老陈眯起眼
睛，慢慢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王大，突然蹦
出一个毫不含糊的字：“有！”

所有人的心一下都跳到了嗓子眼，尤其是
我和小龙。还是那句话，由于朝夕相处，一
起复习，彼此的水平都互相心知肚明。不太可
能王大上了当地规定的280分以上的录取分数
线，而我只有186分！

“那么分数最高的是不是王大呢？”那
位蚌埠工友问了一句当时被我认为最聪明的
话。“不是，是李铎！”这下，老陈一点都没
有怠慢和停顿，甚至是把调门还往上提高了八
度。如果说，刚才我的心还在嗓子眼的话，那
么，这次，我的心一定是跳出来了！

“李铎”“李锋”，读音完全不同，但笔
画上仅仅是少了一撇。

参加高考的就我们四个，短暂的迟疑以
后，所有人都爆发出欢呼声：“是李锋！是李
锋！”从知道分数以后的极度失望和低落，一
下子又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抛上了云霄九重，

欢  迎  刊  登  分  类  广  告

我想，我还好神经是比较坚强的，否则又一
个“范进中举”的现代版就产生了。我已经记
不清我们是如何鱼贯走进办公室的，也记不清
老陈给我们讲了哪些勉励的话，只是用抖动的
手将分数歪歪斜斜记了下来：371分，其中地
理的分数是89.5，这是那年高考中相当高的分
数，显然刘老师是看错了。王大与小龙也分别
上了分数线，落榜的是那个蚌埠青年。

我冲到了邮电局，给上海家中、杭州的大
姐、成都的二姐发了一封最简短的电报：371。
后来姐姐们才告诉我，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考取大学，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思想准
备，所以看到只有3个数字的电报，都如堕云
里雾里，不知何意。最终弄清楚以后，个个喜
极而泣。

我迅速地作出决定，到省城合肥，把情况
了解得更清楚一点。那里有我的同学，与考试
院有点关系。与现在不同，那是一个讲究关系
的年代，不太讲钱；但现在关系与钱都重要，
而钱永远是走在最前面，不管你有没有关系。
这是年代的差异。

果 然 ， 同 学 的 关 系 拿 来 了 最 确 切 的 数
据：371分排名是在全省26万考生中前70名。
而全国重点院校在安徽招生就达近200名。也
就是说，重点院校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杭州姐姐是浙江大学的电机系主任，有丰
富经验，对大学的事情也有充分了解。她根据
我的情况，一信定音：就填上海华东师大，不
要填复旦。她是这样解释的：成绩可以进复

旦，但年龄不允许。以她的经验，认为复旦有
可能比华师大更强调年龄。

高考从1977年冬季恢复，到1979年已经是
第三届，虽然与77届只相差一年半。但就这一
年半，共和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恢
复高考伴随着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康复而
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也成为街谈巷议的热
点，大学生一下子成为天之骄子，把一个大学
的徽章别在左胸前是所有要求上进青年人的梦
想。更重要的是，阻碍许多青年入学的成份问
题逐渐地消融，但年龄和婚姻问题却在这一年
半以后第一次提了出来：强调未婚并不能超
过28周岁。未婚，没有问题，我还没有正式意
义的女朋友；年龄，我正好28周岁，正好9月
份以后出生，离8月31日的大限还有20天的富
余。若是当年妈妈稍微急一点，把我早生十天
半个月，那我就与高考无缘了，妈妈伟大！

录取通知发放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
象。当时并没有快递，从合肥到蚌埠的火车也
起码走6小时以上。但头天刚刚看到《蚌埠日
报》报道：本省高考录取工作全面开始，第三
天《通知书》就已经到达蚌埠。华东师大录
取我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我要回上海
了，我要回家了！69年奔赴贵州，72年转到安
徽，76年抽工到蚌埠，79年考上大学，从18岁
到28岁，整整在外地游走了十个年头。我把这
青春年少的最好的十年时间，献给了贵州和安
徽的土地，献给了做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我也
从中汲取了社会渗透出来的全部营养，练就了
不怕摔打的体魄和灵魂。这也为以后的求学和
工作道路，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狂欢、请客、拜别各方，我体会到了将要
衣锦还乡的感觉。79年，能够成为大学生的人
并不多，王大与小龙也分别进了不同的学校。
欢乐几乎要把我们的宿舍掀翻了，认识不认识
的，都会指指点点我们的宿舍：这里一下出了
3个大学生！可惜搬运公司没有发展史，否则
我们几个也可以留名了。

我与同事们的庆祝是放在宿舍里，蚌埠肉

逝世三周年 中国人难忘庄则栋
（上接2016年3月18日第8版）

敦子夫人在医院里被人称为“铁姑娘”、“最放心的护
工”。她日夜无微不致地精心照护着庄老师，给我们展现了
生死相依的现实版。这位虽出生在中国沈阳、当年为爱情放
弃日本国籍的女性，与庄先生26年来相濡以沫，不愧是先生
晚年幸福的“长明灯”。　　

为配合解决庄老师的便秘，我联系了松下公司公关部
门，很快他们就帮助安装了冲洗方便的马桶盖。病房里夫人
的电脑屏裂了，又联系了联想公司，也迅速给予了更换。

在被病魔缠身的艰难日子里，国家在医疗费用上给予
了特殊照顾，社会各界的关心，都给了庄老师继续坚持的力
量。这才是令人信服的人心所向！这才是能感染人带着温度
的正能量！

在病房里，以往来往不多的父子俩倒是有了谈心、聊家
常的机会。

庄先生的病情牵挂着不少人。除不断有电话问候的，许
多朋友都亲自来医院看望。在山西就认识庄老师的老朋友勒
大力兄和庄老过去的一位邻居，他们不辞辛苦，常送来可口
的饭菜，给放化疗折腾的够呛的庄老开开胃口，补补身体；
曾经告诉他不少毛泽东对庄的现场评价的主席机要秘书张玉
凤与丈夫一同前来；让我很看重的是，庄老师的昔日战友李
富荣等人的前来，他们带来体育界同事们的问候。事后所有
体制内人员都接到通知不允许出席遗体告别仪式，这次见面
就是今生的绝别!　

鉴于国内的限制，我们愿意与香港凤凰卫视合作。他们
立即派来负责人专程慰问，并积极提出方案，商谈出版庄先
生自传体小说的事项。庄则栋病虽危重，精神不倒，始终保
持着那股子“小老虎”劲头。在与癌症病魔抗争5年后，庄老
以其乐观豁达、顽强拼博的精神，书写了自已传奇人生的最
后一幕。　　 

庄飙谈到自己的父亲时说，“我这辈子没怎幺见过我
爸，但很佩服父亲。一个人这辈子做到这份上，不是常人所
及的”。他说的对位！

庄老用颤抖的手在书上指着，向我介绍他最颀赏文老
著作中的那句话“人类最高的学问：谦虚和无愧，善良和虔
诚”。这句话，他自言自语地反复念道着……还记得临终前
的那些日子里，他多次握着我的手，道出心里最想说的话。
他最惦记夫人的今后，我们紧张动用人脉，联系北京人社部
门，人家特事特办，落实了敦子的社保医保。他得知后，用
虚弱的语气反复夸着我“韩凯，你是真朋友！真朋友！”听
着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为了活跃病房的气氛，我带来了美国孙辈们的照片，并
且戏说，他们是“长期潜伏在美国，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庄
老高兴地说，这几句好，我给你写下来。我明白他的心思。

几十年交往，我从没有张口请一幅字给自己。他己病危，还
刻意坚持的这一举动，分明是要给我留下点东西做纪念。这
两行字，成为庄先生一生的绝笔，我们也发了稿，还引出海
外误解，以为庄先生要让自已的孙女潜伏美国。　　

临终前，庄老师一直要等着见范曾一面。2月9日上午，“迟
到”的范大师带来一幅字，写着“小球推大球，斯人永不
朽”，还在床前为庄老师画了一幅速写。庄则栋有意把眼睛
睁得大大的，力求将自已最好的精神面貌留在人们的记忆
里。

时而昏迷的庄老师，仍紧紧拉着亲人们的手，是那么不
舍，那么不愿离去……直到那颗原本就是运动员的心脏停止
了跳动。　 

在他离世5分钟后，我们便发出了通稿。但我写的那篇通
讯《庄则栋的最后时刻：摘下人生决赛的金牌》还是受到上
级批评。生前庄老师给中新社写了一封感谢信，因病情不允
许，也谢绝其它单位的采访。后来我们因宣传纪律不允许，
也停止了一切报道。　 

尔后对丧事的限制却令人大惑不解。原来是按“四人帮
骨干分子”的预案规定，实行“六个不准”。我与夫人、庄
飙是当然的治丧常委，也让人报告了，我被上级两次点名，
两位社领导分别爱护约谈，手机通话也时有异常，有朋友分
析既然上了名单，被监控也很正常。虽有压力，也很坦然，
我没有做错什么，也不能让日本嫂夫人小瞧了中国人。

在庄老师的运动员生涯中，他曾多次佩戴着国徽，代表
中国队拼杀赛场。他希望离开时，能戴着这枚自己多年珍爱
的象征着国家荣誉的国徽，但最后的结果，只能悄悄地戴在
外衣里。　 

两个介绍庄老“一代乒坛球王”、“乒乓外交功臣”的
海报，被勒令撤掉，我申明这些都是新华社发的图片，但他
们坚持说“这里涉及政治问题”。我争辨无果后便拍了现场
照片，也被大声警告：“今晚情况谁传出去谁负责！”　

所有灵堂布置、遗体告别仪式动态，全有电话遥控指
挥。市教委领导也在太平间旁边的小屋里坐阵。大批国安人
员四处巡视。所在单位北京市少年宫只以青少年名义送了个
花圈，非家属邀请的悼念者不能进入大铁门，到灵堂也不许
带入相机；在名单上的人，更有预案伺候。　 

这种待遇一直贯彻到八宝山。便衣警察就是不让我进休
息室，于是互相推搡，争吵一番。我正要翻找中纪委领导秘
书的电话，也大声质问着：“谁给你们的这个权力？如此张
牙舞爪地记录了历史！庄则栋是共和国的敌人吗？你们要搞
成什么世道？”引来两个岁数大的警官，解释了两句后才放
行。　 

最让人气愤的是，让把遗像反过去拿，还胡说是“殡
葬文化改革”。庄飙无奈地抱着那个只能看到纸板的像框。

来自日本的嫂夫人极不适应这样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国国情。
办事不是依法，而是靠听上级电话！她却没有争辩，默默忍
受。 

我认真想过，努力滤去感情因素干扰，仍坚持自已的观
点：对庄老后事的处理，僵化思维，无情无义；没有体现党
的政策和人民意志；对党和政府，是失分的；对国际影响，
也是负面的。

他本不是共和国的敌人。生前做了200多场报告、办书法
展览，大声呼喊着“祖国在我心中”；可我们心中怎么就不
能有他呢？

现在强调舆论导向，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了。但我也不赞
成在他病逝三年后又扯出什么与江青关系的无聊话题。

我了解庄老师，他是位很简单纯真的人。承认与否，他
对国家是有杰出贡献的。一代球王名不虚传，乒乓外交功不
可没，特别是要正视这两桩事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忘历史，
还是该温情宽容善意地对待那些远去的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
人吧；也让人们更加有追求梦想的心情。　 

庄老师曾深情地说，“感谢人民原谅我的过，记住我的
功……”

看来他还是没有完全说对。有的人就始终不原谅他的
过，无视他的功。这种伤害，在逝者身上没有了知觉，却在
活着的人们心里，是一种难以抹去的阴影。　　 

三年了，值得我们怀念，他是一个犯过错误的好人!一个
有功劳的人! 庄老师，您的背影我们的泪花……　　 　 　

——完——
（作者：韩凯   摘自a.ivwen.com）

联厂生产的熟食摆满一桌。我破例喝了几口
酒，但我那几个兄弟却是酩酊大醉。尤其是经
常要我为他代写情书的那位，端着酒杯，涨
红着脸，口齿不清地向我叨咕着：“你就这
么……这么……回去了？！”

“回去”，对我们这些在异乡漂泊多年的
人一直是意味着一个遥不可及温馨的梦。每次
有人从上海探亲回来，总会说说上海的马路以
及马路上的姑娘：白净的皮肤、嘎嘎作响的高
跟鞋、飘逸的头发，都会成为我们这一群小伙
子几天梦中的故事。我们都到了可以谈恋爱的
年纪。但生活的清贫，搬运公司的恶名，最底
层的工作性质，有哪位高贵小姐能够回眸一笑
呢？“回去”意味着一切的改变，怎能不令人
羡慕！

但也有一丝疑虑会略过心头，那曾经熟悉
却又变得陌生的城市还会欢迎我们回去吗？

火车渐渐开动了，站台上是几十位送我的
同事、领导、朋友。十年前，也是火车站的告
别，那是离别上海前往贵州插队落户，站台上
是撕心裂肺的恸哭，我们面前是无数同情的目
光；现在也是大场面的告别，充溢着的是欢声
笑语的祝福，是以后不要忘了我们的叮咛，是
所有人无比羡慕的神情。

人生轨迹就是这样奇妙，当你认为一切就
这样走下去的时候，生活却把你推向了那样的
一条道路。自己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上帝是在
冥冥之中已经为你主宰了一切。

我感谢上苍，感谢生活，感谢所有我认识
和不认识的人，是你们让我踏上了这条知识改
变命运的道路。

上海，我回来了！爸爸妈妈，儿子回来
了！华东师范大学，我来了！

                                            2014年7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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