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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北边中餐馆请接外卖熟手。全职、兼
职均可，时薪13元。
联系电话：317-341-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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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聘
蜀香园急聘暑期工，服务员或后厨工
均可。有意者请联系：317-328-2888

奶茶店急售
位于印州首府IUPUI医院及YATs旁，
客流量大，创业好机会，有意者致电
或留言 317-491-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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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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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租
印城西北地段四居室三浴出租包水
电。有意请联系：317-703-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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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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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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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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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乡
记

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5月27日第8版）

天蒙蒙亮，队长的有点女腔的嗓音就已经在山
间回荡了：“干活喽！”我们揉着眼睛，跟在长长
出工队伍的最后面。

贵州农村，有土有田。所谓土就是没有水源的
土坡，还是采用刀耕火种的古老方式种一些玉米、
土豆、红薯之类耐旱的杂粮。而有山泉的地方自然
可以被开发成水稻田，顺着山势一路下去，形成梯
田，煞是好看，是现代摄影师和画家眼中的宠物，
但当时的我们却根本无法领悟它们的美丽。只是感
觉梯田种植起来，与平地相比，起码多花10倍的劳
动力。农民们驱赶着牛，在可能仅有几平方米的小
梯田里犁地。贵州人是舍不得打牛的，犁者手里拿
着一根细细的竹条，在牛们不老实的时候，作出吓
唬的姿势，但决不肯轻易落下。我后来在安徽的时
候，那里的农民拿着大鞭，鞭长把短，一甩一抖，
立即在空中发出很大的声响，威风八面。他们犁地
时喜欢时不时地抽打牛身，动辄一条血痕，那是很
不一样的民风。种梯田，还需花费大量劳力，铲除
田埂边旧土，护上湿润的新土，用以防止水分的流
失，水是梯田水稻成功的关键，非常麻烦和辛苦。

记得第一次干活就是到将近山顶的土坡。从
住处走到劳动地点，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回头望
望自己的住处，就像从云端向人间张望。工作是烧
毛坡，就是将去年留下的各种秸杆拔下，收拢，点
上火。这种清理不仅能为将要种植的庄稼留出了空
间，也为它们准备了肥料。一时间，狼烟四起，火
光冲天，在哔响中是一个个被熏红的脸庞。也许，
我们的先民是用同样的方法种植粮食。

活做到9点，才开始往回走。1969年的贵州农
村，尚做不到衣食无忧：农民一般是一天两餐，9
点多是第一餐，第二餐则是要等到下午4点多。至于
青黄不接的时候，南瓜叶、红薯叶和山中的某些植
物叶（如称为菊苔的野菜）也是要吃的。所以，当
我现在看到那些都市文明人用崇敬的心情对待被称

之为“野菜”的东东时，不禁会哑然失笑。刚到贵
州的我们，正值青春发育时期，实在是受不了漫漫
长夜空肚子的感觉，所以，也只能没有一天不偷吃
的。

到贵州最艰苦的莫过于水土不服。初到山村，
身上到处发出红色的疹块，奇痒。抓挠以后，很快
腐烂。我们只能晚上用当时的“消治龙药膏”小心
涂抹，纱布包扎。但到了白天，一下水稻田，纱布
瞬间全无，从溃烂口渗出的红色血水和稻田的黑色
泥浆搅在一起。居然当时我们也能一脸轻松，但往
后的十几年中，身上一直留有许多黑色疤痕。

打柴火也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逐渐适应。由于
要保护树木，山上的树是不能随便砍的，那只能爬
上树去用柴刀砍那些树上的枝叶，农民称之为“丫
丫柴”。如何把这些柴火扛回家却要很高技巧。最
难的就是捆扎，要就地取材，利用那些有韧性的小
树去捆那些千姿百态的枝桠，还要相当注意与肩膀
接触部分的平顺，否则肩膀是无法忍受柴火长时间
压迫的。第一次扛柴火回家，尽管是最小的分量，
但人已经被压成大虾状，回到家的时候，一下躺倒
在柴火堆上，再也不肯起来。

最重的体力活莫过于每年挑公粮，公粮装在
箩筐中，壮劳力一天要挑两回。从窝坨到街上有一
段山路是大大的斜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路，只不
过是乱石岗上踩出来的一条山径。山区的箩筐与平
地使用的箩筐有很大的不同：平地箩筐有长长的筐
系，挑上肩比较方便；而山区则是直接将扁担插在
箩筐上，两只箩筐便高高耸起。唯有此，才能在走
大斜坡的时候，后面那只筐才不至于碰地。带来的
问题是，挑这样的担子，需要很高的上肩技术和换
肩技术。在农民的指导下，从小份量开始，练习上
肩：蹲腰、曲臂、抬肘、站直，像玩杂技似得将一
个担子挑到肩上；至于换肩，到一个肩膀实在吃不
消的时候，自然又学会了换肩。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其实并不确
切，对农民来讲，上山永远是比下山费力。上山毕

四  妹  子
（上接5月27日第8版）

第二节
四妹子在杨家斜二姑家住下来，没出半

月，相继有四家托人来提亲。
对每一位跨进门槛来的提亲说媒的男人

或女人，二姑一律都笑脸迎接，热情招呼，
软声软气地探问男方的家庭成分，兄弟多
少，住房宽窄，身体状况，结果却没有一家
中意的。四家被提起的对象中，一户地主，
一户富农，成分太高。另两户倒好，都是目
下农村里最吃香的贫农成分，其中一个是单
眼儿，一只眼蒙着萝卜花。对前三户有着无
法掩饰的缺陷的家庭，二姑当面对媒人回答
清楚，不留把柄儿，然而谢绝的语言是婉转
的，态度十分诚切。结亲不成人情在，用不
着犯恼。第四户人家是贫农，又是独子，男
娃也没有什么大缺陷，二姑动心了，专门出
去到一位亲戚家打问了一下，才知那男娃是
个白脸瓜呆子，顶多有八成，人叫二百五，
小时害过脑膜炎。二姑回到家，当下就恼
了，当着跛子姑夫的面发泄恶气：“尽给俺
侄女提下些啥货呀？地主富农，瞎子瓜呆
子，乌龟王八猴的货嘛！俺侄女这回寻不下
好对象，就不嫁……”

听到这些候选者的情况，四妹子难过
地哭了，太辱贱人了！二姑转过脸，换了口
气，安慰四妹子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哪！要不是图得杨家斜村一年有夏秋两料收
成，她才不愿意嫁给跛子姑夫做媳妇呢！跛
子姑夫顺着旱烟袋，听着二姑毫不隐讳的奚
落他的话，也不恼，反而在喉咙里冒出得意
的哼哼唧唧的笑声，斜眼瞅着二姑笑着，那
意思很明显，说啥难听话也没关系，反正是
两口子了。

二姑告诉四妹子，关中这地方跟陕北山
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人都不愿意娶个操外
乡口音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把女子嫁给一个
外乡外省人，人说的关中十八怪里有一怪就
是：大姑娘嫁人不对外。近年乡村里运动接
连不断，无论啥运动一开火，先把地主富农
拉上台子斗一场。这样一来，地主富农家的
娃子就难得找下媳妇了，人家谁家姑娘爱受
那个窝囊气呀！高成分的子弟在当地寻不下
媳妇，也不管乡俗了，胡乱从河南、四川、
甘肃以及本省的陕北、陕南山区找那些缺粮

吃的女人。这些地方的姑娘不择成分，甚至不
管男方有明显的生理缺陷，全是图得关中这块
风水地。四妹子听着，心里就觉得渗入一股冷
气，怪道给她提亲说媒的四家，不是高成分，
就是人有麻达。既然关中这地方的人有这样的
风俗，她最后的落脚怕是也难得如意。想到这
儿，四妹子低头伤心了。

二姑说，事情也不是死板一块，需得慢慢
来。二姑表示决心说，反正绝不能把侄女随便
推进那些地主富农家的火坑，也不能搡给那些
缺胳膊少眼睛的残废人。有二姑作靠山，有吃
有住，侄女儿尽可放心住下去，等到找下一个
满意的主儿。跛子姑夫也立即表态，表示他绝
不怕四妹子夺了口粮，大方地说：“甭急！忙
和尚赶不下好道场。这事就由你二姑给你办，
没麻达！你在咱屋就跟在老家屋里一样，随随
便便，咱们要紧亲戚，跟一家人一样，甭拘
束……”姑夫倒是诚心实意，四妹子觉得二姑
嫁给这个人，虽然腿脚不美，心肠倒还是蛮好
的。

此后，又过了十来天，居然没有谁再来
提亲。二姑说，村里已经传开，新来的四妹子
眼头高，不嫁有麻达的人。甚至说，不单地主
富农成分的人不嫁，条件不好，模样不俊的贫
农后生也不嫁。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歪曲了二
姑和四妹子的本意。二姑倒不在乎，说这样也
好，免得那些乌龟王八猴的人再来攀亲，也让
村人知道，陕北山区的女子不是贱价卖的！四
妹子心里却想，再这样拖下去，自己寻不下个
主家，长期在二姑家白吃静等，即使跛子姑夫
不厌弃，自个也不好受。口粮按人头分，虽然
关中产粮食，也有标准定量。她却苦干说不出
口。

焦急的期待中，第五个媒人走进门楼来了。
连阴雨下了三天，滴滴嗒嗒还不停歇，

四妹子正跟二姑在小灶房里搭手做饭，跟二姑
学着用擀面杖擀面，有人在院子里喊跛子姑
夫。二姑探身从窗口一看，就跑出灶房，笑着
说：“刘叔，你来咧，快坐屋里。”随之就引
着那人朝上房走去。四妹子低头擀面，预感到
又是一个说媒的人来到，心里就咚咚咚跳起
来，那擀杖也愈加不好使。在陕北老家，虽然
有个擀杖，却长年闲搁着，哪里有白面擀呀！
年下节下，弄得一点白面，妈怕她糟践了，总
是亲手擀成面条。现在，二姑教她擀面，将来
嫁给某一户人家，不会擀面是要遭人耻笑的。

关中人吃面条的花样真多，干面，汤面，柳叶
面，臊子面，方块面，雀舌头面，旗花面，麻
食子，碱面，乓乓面，棍棍面……

四妹子擀好了面，又坐到灶锅下点火拉风
箱，耳朵不由地支楞着，听着从上房里传来的听
不大清楚的谈话声，耳根阵阵发烧，脸蛋儿阵阵
发热，心儿咚咚咚跳，浑身都热燥燥的了。

“四妹，你来一下下！”
四妹子脑子里“嗡”地一声，手脚慌乱

了。往常有媒人来，都是二姑接来送走，过
后才把情况说给侄女儿。今日把她喊到当面，
够多难为情！她拉着风箱，说：“锅就要开
了——”

“放下！”二姑说，“等会再烧！”
 她从灶锅下站起来，走出小灶房的门，

拍打拍打襟前落下的柴灰，走进上房里屋了，
不由地低下头，靠在炕边上。

 二姑说：“这是冯家滩的刘叔，费心劳
神给你瞅下个象，泥里水里跑来……你听刘叔
把那娃的情况说一下，你自个的事，你自个尺
谋，姑不包办……”

“我把那娃的情况给你姑说详尽了，让
你姑缓后给你细细说去，我不说了。”刘叔在
桌子旁边说，口气嘎巴干脆，“这是那娃的像
片，你先看看是光脸还是麻子。”

四妹子略一抬头，才看见了刘叔的脸孔，
不由一惊，这人的模样长得好怪，长长的个梆
子脸，一双红溜溜的红边烂眼，不住地闪眨
着，给人一种极不可靠的感觉，那不停地闪眨着
的红眼里，尽是诡秘和慌气。她急忙低下头。

二 姑 把 一 张 像 片 塞 到 她 手 里 ： “ 你 看
看——”

四妹子的手里像捏着一块燃烧着的炭，眼
睛也花了，她低头看看那照片，模样不难看，
似乎还在笑着，五官尚端正，两条胳膊有点拘
促地垂在两边，两条腿一样长，不是跛子……
她不敢再细看，就把那像片送到二姑手里。

“等我走了，再细细地看去！”刘叔笑
着说，“就是这娃，就是这个家当，你们全家
好好商量一下，隔三两天，给我一句回话。愿
意了，咱们再说见面的事；不愿意了，拉倒不
提，谁也不强逼谁。大叔我说媒，全是按新婚
姻法办事，自由性儿……”

“好。刘叔，我跟娃商量一下，立马给你
回话。”二姑干脆地说，“不叫你老等。”

“那好，把咱娃的像片给我一张。”刘叔

竟是累的，尽管农民会慢悠悠地走，山里人自有山里
人走路的节奏（城市人很容易走得快，累得更快）；
而下山对贵州人实在是容易的，不需要一步一步挪
动，而是跑着下山。没多久，我们也都学会跳着走，
两只脚弹起，不断变换落点，一个小山坡，刷刷就下
来了。但重担在肩的下山路就完全不同。刚开始挑公
粮时，跟在农民后面，沿着陡峭小路下山时，不仅是
肩膀火辣，两只脚筛糠似地抖动，一直要熬到平路的
时候，才长长地缓口气。一个单趟，足足要两个小
时。到街上缴粮之后，立即就得往回走，这一天还得
挑第二回。这样的大体力消耗，对于我们，真是不小
的考验。

然而，生活的艰苦并不能够挡住青春的澎湃，我
们是快乐的。

我们三个，每人在床头挂了一个小油灯。入晚，
读信、写信是生活中最丰富的精神营养剂，二十年以
后在大学里读到北朝文人庾信的“玉关道路远，金陵
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诗句的时候，顿
时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生于公元五一三年、身为高官却
无法返乡老人的心灵是真正相通了。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上海家信到山寨的那一刻。
离开上海已久，被眼前的农村新生活搞得眼花缭乱的
我们，似乎已经忘了还有家书那档子事。那天，突然
听屋外有农民吆喝：“老李、老夏、老王，有信！”
（那时我们都还只有十几岁，老乡喜欢称呼我们老
李、老夏，而今天的我们却是真正地老了）我们几乎
全部愣住了，奔下屋，抢过信。拆封的手是颤抖的，
喉头里似乎还喘着粗气。渐渐，信纸被染上了滚烫的
泪珠，那种无以复加的激动，那种几乎要把每一个字
吃下去的神情，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把信放在
上衣口袋里，就像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亲情揣在怀
里，不时地摸出来，一遍一遍地看。40年后的今天，
想起那一刻，还能隐约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微微的波
动。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作者：陈忠实

说，“也得让人家男方一家看看……”
 唔呀！四妹子居然没有单人全身的像

片。二姑唉叹自己也太马虎了，四妹子到来
的一个多月里，竟然忘记了准备下一张全身
单人照片。叹息中，二姑忽然一拍手，记起
来去年她回娘家时，和哥哥嫂嫂以及四妹子
照的全家团圆的像片来，问媒人，能行不能
行？

“行行行！”刘叔说，“只要能看清楚
都成！”

二姑迅即从厦房里的镜框中掏出像片，
交给刘叔。四妹子很想看看这张像片，又不
好意思再从刘叔手里要过来，记得自个傻乎
乎地站在母亲旁边，笑得露出了门牙……

刘红眼吃了饭，又踩着泥水走了。
二姑这才告诉她，刘叔说的这门亲事，

是下河沿吕家堡的吕克俭家的老三。家庭上
中农，兄弟三个，老大教书，老二农民，有
点木工手艺，老三今年二十二三岁，农民。

姑婆这阵儿插言说：“吕家堡的吕老八
呀，那是有名的好家好户，人也本顺。”

四妹子想听听二姑的意见。
二姑说：“上中农成分，高是高了点，

在农村不是依靠对象，（依靠贫农，团结中
农，斗争地主富农），也不是斗争对象，不
好也不坏，只要不挨斗争也就没啥好计较的
了。反正，咱们也不指望好成分吃饭。这
个娃嘛！从像片上看，也不难看，身体也壮
气。农业社就凭壮实身体挣工分。你看咋
样？”

四妹子已经听出话味儿，二姑的倾向性
是明显的。她琢磨一下，这个成分和这个没
有生理缺陷的青年，已经是提起过的几个对
象中最好的一位，心里也就基本定下来。她
说：“姑，你看行就行吧！”

“甭急。”二姑说，“待我明日到吕家
堡背身处打听一下，回来再说，可甭再是个
二百五！”

第二天傍晚，二姑汗流浃背地回来了，
说：“我实际打问了一程，那家虽然成分稍
高点，那娃他爸人缘好，德行好，确是个好
主户。那娃也不瓜，听说是弟兄三里顶灵气
的一个……”

四妹子看着二姑高兴的样子，溢于眉眼
和言语中的喜气，心里就踏实了几分，羞羞
地说：“二姑要是说好，那就好……”

“ 咱 先 给 刘 叔 回 话 ， 约 个 见 面 的 日
子。”二姑说，“见了面，谈谈话，要是看
出他有甚毛病，瓜呆儿或是二愣，不愿意也
不迟！”

 当晚，二姑就把跛子姑夫指使到冯家滩
去了，给刘红眼叔叔回话，约定见面的日子。

——待续——
（文章来源：努努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