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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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第8版）
我们被分到一块菜地，在老乡的指导下种上了

第一批蔬菜，上海也寄来了各种菜籽，江南的蔬菜
居然由于“再教育”运动在云贵高原上蓬勃生长起
来了！城市里的孩子，看到自己种下的菜籽，几天
以后能出苗，逐渐长大，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我们
精心耕作，一天会跑去看好几次，终于获得了我们
三个吃不完的丰收！记得当时就是憋尿也要尿到自
家的桶里，因为这是“有机肥”，不能浪费，可以
用来浇灌“生态菜”。当年的不得已的行为，变成
了现今最文明的举动了。

养了鸡鸭，每天清晨，拉开鸭窝的门，总是不
会失望，几个鸭蛋滚了出来，因为鸭生蛋都是在凌
晨。鸡生蛋就没有那样规范，经常是老乡拾到以后
给我们送来。我们还喂了一个山羊，干活到哪里，
就牵到哪里。那只灰黑色的山羊很贪吃，每每将肚
子吃到滚圆才肯罢休。后来根本就不用牵，收工
时，它总是老老实实跟在我们的身后。我们经常是
在一天劳作以后，用一根长竹竿赶着前面的鸭，我
们几个走在中间，后面自动跟随的是那只听话的山
羊，鱼贯行走在山岭上，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满
满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洒在鸭和羊的身上。现在想
来，这真是一幅和谐美妙的“耕归图”！

196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山上早早被银装素
裹。我们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封山。天晴时，山间小
路尚且陡峭难走；一下雪，路陡地滑，根本无法下
山。既然没有办法下山，也不用出工，那我们就在
家里做木匠。夏克勤带来了部分工具，而贵州生产
队的男人几乎个个是木匠，不缺工具。我们决定每
个人做一个床头柜，再让老夏做一个碗柜。木料的
来源当然是生产队。贵州山区的林木保护都不太
好，过度的砍伐让不少山头只剩下低矮的灌木丛。
能用的木料一定要到封山林，得到批准以后才能砍
伐。因此木料也比较珍贵。好在窝坨农民认为我们
也比较珍贵，所以就将做床头柜和碗柜的木料给了

我 们 ， 工 具 当 然 是 随 便 拿
的。

屋外，雪花飘着。透过
雪花往远处看，远方的山头
在青色的空气中，显出一种
灰灰的白，重重叠叠，影影
绰绰。走出屋，脚下却是白
得晶莹可爱。群山之间，除
了舞动的雪花，一切都静穆
了下来，声响全无。偶尔，
传来贵州女人吆喝狗狗来舔
小孩拉屎的屁股。这是贵州
农民最方便的方法，今天上
海那些遛狗贵妇人无论如何
想不到狗狗还有如此妙用。

屋里，一盆碳旺旺地烧
着，贵州人习惯烤火（他们
称之为“向火”）。我们几
个的热情可比炭火高得多。
大 家 甩 开 膀 子 大 干 起 来 。
规定是这样的：凡是做木匠的人，有权不做任何家
务，所有事情由另两个人伺候。由于每人都要动手
做自己的床头柜，规定明显是公平的。我们哼着
歌、拉着锯、刨着板，创造而产生的欢乐填满了这
山上的木屋。老乡们也喜欢到这里来串门，顺便帮
上几把。他们都是手艺了得的木匠，因为贵州人盖
房全靠自己，一个男劳动力10工分的量就是每天一
方块的全部是暗隼结构的木墙（柱子和柱子之间的
那一块）。所以，木匠活就是贵州农民赖以生存的
基本技能了。

贵州生活以后，我又到过好几个地方。无论
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直这样告诉别人，贵州山
里人是我遇到的最淳朴、最善良的人。在贵州，我
们从来不用担心会丢失东西。有时我们下山多日不
归，忘了收下晾晒的衣服，那房东一定会帮我们收

插队青年都是自己解决理发问题，在住房前的小坡
上，围上一块白色塑料布，当真是在理发。

四  妹  子
（上接6月17日第8版）

第三节
二姑说，头一回跟男方见面，叫做背

见。
四妹子这才明白了关中乡村里日下通

行的订亲的程序。背见是让男女双方互相看
一看，谈一谈，如果双方对对方的长相基本
满意，同意定亲，随后就举行正式的见面仪
式。因为头一次见面的实际目的只是使双方
能够直观一下，带有更多的试探的性质，成
功的把握性不大。所以，背见时不声张，不
待亲朋好友，不许左邻右舍的人来凑热闹，
也不管饭招待，只是青茶一杯，香烟一包，
悄悄来，悄悄去，时间一般都选择在晚上，
以免谈不拢时反而造成风风雨雨，于男女双
方都不好听。

背见虽然不声不响，却是顶关键的一
步，一当男女双方都给介绍人说声“愿意”
以后，终生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随后的订
婚和结婚的仪式，虽然热闹，终究只是履行
一种形式或者说手续罢了。四妹子感到了紧
张，压抑，甚至莫名的慌慌张张，和她前来
见面的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二姑一家人也都显出紧张和神秘的气
氛。天擦黑时，二姑早早地安顿一家大小吃
罢夜饭，洗了碗，刷了锅，把案板上的油瓶
醋瓶擦拭得明明亮亮，给两只暖水瓶里灌满
开水，就着手扫了里屋，又扫了前院。从前
院到后院，从地上到案板上，全都干净爽气
了，一扫平日里满地柴禾、鸡屎的邋遢景
象。

跛子姑夫从二姑手里接过一块票儿，摸
黑到村子里的代销店买回来一盒大雁塔牌香
烟，连同剩余的零票儿一齐交给二姑，就坐
在木凳上吸旱烟，二姑把零票儿装进口袋，
就对姑夫说：“你也要看一眼呀？”那口气
是排斥的，很明显，二姑不希望跛子姑夫在
这种场合绊手绊脚。跛子姑夫也不在意，憨
厚地笑笑，叮嘱二姑说：“我看啥哩！只要
四妹子愿意，我看啥哩！虽说婚事讲个自
由，年轻人没经验，你好好给娃把握一下，

甭弄得日后吃后悔药，让乡党笑话，就这话，
我到饲养场去了。”二姑也意识到事情的分
量，诚心诚意对跛子姑夫点点头，姑夫掂着烟
袋，低一脚高一脚走到院子里，出街门的时
候，沉稳地咳嗽了两声。

姑婆也不甘心被排除在这件重要的事情
之外，混浊的眼珠里闪出温柔慈爱的光来，对
四妹子叮咛着，像是对自己亲孙女一样说：
“娃家，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不敢马虎。会
挑女婿，不挑那些油头粉面的二流子，专挑那
些实诚牢靠的后生，跟上这号后生过一辈子，
稳稳当当，不惹邪事。你看哩么！实诚人和滑
滑鱼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四妹子羞涩地
笑笑，低下头，心中更加慌惶，一眼怎能辨出
实诚人或是滑头鬼呢？

“妈吔！”二姑亲切地喊，又明显地显示
出逗笑的口气，“你有这好的眼头，好呀！今
黑请你给看看，是实诚人还是滑滑鱼儿……”

“看就看，当我看不来！”姑婆喝曝皱纹
密麻麻的嘴唇，回头却叫孙子和孙女，“铁旦
儿，花儿，跟婆睡觉！没你俩的事，甭蹦来蹦
去尽绊搅人！让人家生人见了，说咱家娃娃没
规矩……”

铁旦和花儿正蹦得欢，不听姑婆的话，
二姑在每个屁股上狠狠地煽了两下，厉声禁
斥：“滚！跟你婆睡去！胡蹦达啥哩！刚扫净
的地，又弄脏了！刚收拾整齐的桌面，又拉乱
咧……”

姑婆把孙子和孙女牵到里屋火炕上去了。
二姑坐下来，瞅着四妹子的脸，像不认

识侄女似的，愣愣地瞅着。四妹子看出，二姑
眼里有一种异常沉重，甚至是担心的神色。这
种神色，四妹子很少发现过。自到二姑家近乎
俩月里，她明显地可以看出，二姑精明强干，
早已熟知关中乡村的一切风俗习惯，连说话的
口音也变了，夹杂着关中和陕北两地的混合话
语，她在这个家庭里完全处于支配者地位。钱
在二姑手里攥着，一家人的穿衣和吃饭以及日
常用度，统由二姑安排。跛子姑夫一天三晌回
家来吃饭，吃罢饭就回饲养场去了，晚上也歇
息在那里。姑婆一天牵着两个孙子孙女，像母
鸡引护着小鸡儿，在村子里转，任一切家务和

外事，都由二姑去决定，去应酬。二姑已经变
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了，许多事都是干
干脆脆，很少有优柔寡断的样子。

二姑压低声儿，对侄女说，“四妹子，今
黑定你的大事，姑心里扑扑腾腾的，总也搁不
稳定。你看，你妈你爸远在山里，把你送到姑
这儿，姑想跟谁商量也没法商量。这事要是定
下，日后好了瞎了，咋办？好了大家都好，瞎
了我可怎样给你大你妈交待……”

“姑！”四妹子当即说，“我来时，跟俺
大俺妈把啥话都说了，不会怨你的。我也不是
三岁五岁的鼻涕娃娃……你放心……”

“四妹子！”二姑更加动情地说，“话说
到这儿，姑就放心了。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大
大方方跟他说话，甭让人家小瞧了咱山里人，
那娃我也没见过，你看姑也看，你愿意姑也就
愿意，你不愿意姑也不强逼你……”

“二姑，我知道……”四妹子有点难受
了，像面临着生死抉择似的，而又完全没有
把握，为了不使二姑心里难受，她说，“我知
道……”

“好。”二姑说，“去！把你的头发梳一
梳，把那件新衫子换上，甭让人说咱山里人穷
得见面也穿补丁衫子……”

四妹子有点不好意思，忸怩了一下。
“去！洗洗脸，搽点雪花膏。”二姑催促

她，“怕也该来了。”
四妹子走进二姑的厦屋，洗了手脸，从一

只小瓶里挖出一点儿雪花膏，搽到脸上，感觉
到脸发烧。她找出化学梳子，梳刺上糊着黑乌
乌的油垢，就把它擦净，化学梳子又现出绿色
来。镜子上落了一层尘灰，也擦掉了，她坐在
电灯下，对着这只小圆镜，看着映现在镜片里
的那个姑娘，嘴角颤颤地笑着。

她像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长得这样好看，眼
睛大大的，双眼皮虽不那么明显，却确实是双
眼皮；鼻梁秀秀的，不凹也不高，恰到好处，
只是脸颊太瘦了，要是再胖一点……她不好意
思地笑着，一下一下梳着头发，头发稍有点
黄，却松松散散，扑在脸颊两边；她心里对镜
子里那个羞涩地笑着的人儿说，啊呀！今日给
你相女婿哩！也不知是光脸还是麻子……

拢折叠好了。我们喂养的鸭，善飞。记得有一天，有
一只鸭终于变成了“飞机”，飞到山下的村庄。我们
去找的时候，山下的老乡不仅完璧归赵，还热情地拉
着我们在她家吃饭。在这个世界上，若是人与人都能
这样善良相处，一切将变得何等和美！我以后在安徽
农村也生活过一段时间，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情形。
在那里，什么东西都需要自己仔细看管，一不小心，
东西就不翼而飞。每当我在不同场合听到各种大话、
胡话、假话、酒话，我就会想起贵州的农民，就像想
起贵州山间清澈的泉水。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作者：陈忠实

院里一阵脚步响，随之就听见二姑招呼
说话的声音，接着听见刘叔的嘎巴干脆的搭
话声，最后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脚步声
响到上房里屋去了，四妹子的心在胸膛里咚
咚咚跳起来，放下梳子，推开镜子，双手捂
住脸颊，不知该怎么办了。

她给自己倒下一杯水，喝着，企图使自
己的心稳定下来，上房里传来二姑和那个陌
生女人异常客气的拉话声，心儿又慌慌地跳
弹起来。难挨难捺的等待中，四妹子听到二
姑唤她的声音。

四妹子走出厦屋，略停一停，就朝上房
里走去，踏进门坎，一眼眺见电灯下坐着四
五个人，她就端直盯着介绍人说：“刘叔，
你来咧！”

刘红眼哈哈一笑，立即站起，指着一个
坐在条凳上的小伙子说：“这是吕建峰，小
名三娃子。”那小伙子也羞怯地笑笑，忙低
了头。四妹子心里扑轰一下，其实根本没敢
看他。刘红眼又指着一位中年女人说，“这
是三娃子的大嫂子，今黑你俩要是谈好了，
也就是你的大嫂子……”四妹子羞得满脸火
烧，忙坐到一边的凳子上，浑身不自在，也
不敢看任何人，其实心里明白，她自己才是
别人相看的目标，那个吕建峰就是跟着他大
嫂子来相看她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不要我老
刘了！”刘红眼坐在桌子正中的位置上，
对着那边的吕建峰和他的大嫂子，又转过头
对着这边的四妹子和她的二姑，说着联结两
边的话，“事情也不复杂。新社会，讲自由
自愿，咱们谁也甭想包办，让人家四妹子和
三娃子畅开谈。这样吧！四妹子，三娃子，
你俩到前头厦屋去说话，省得俺们在跟前碍
事，俺们在上屋说话……”

二姑以主人的身份，引着客人和四妹子
回到厦屋里，礼让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倒下
一杯茶水，递上一支烟，客人接过又放下，
说他不会抽。二姑看一眼侄女儿，就走出去
了。

四妹子坐在炕沿上，看着自己的脚尖，
不好意思抬起头来。那位坐在椅子上的客
人，从压抑着的出气声判断，他也十分紧张
和局促。

 四妹子等待对方开口。
对方大约也在等待她开口。
小厦屋里静静的，风吹得窗户纸嘶嘶嘶

响。

——待续——
（本文摘自努努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