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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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裁缝店招聘帮工，全职或兼职，有无
经验皆可。有意者请电 317-253-6995, 地
址1906 Broad Ripple Ave. Indianapolis, IN 4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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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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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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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317-703-0818（留言
必回）精办：政治庇护、面谈培训、工
作许可、 绿卡、入籍、延期滞留、回美
纸、亲人访美、家属的 I-130/I-730申请
等等 相关法律服务。广告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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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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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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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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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第8版）
到贵州数月之后，上海市政府就派出一支名

为“上海慰问团”的老干部队伍。不知当时市政府
的正式意图是什么，客观上，这支由市委机关干部
组成的队伍，对知识青年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起到
很好的协调作用，也阻止了可能会发生在知青身上
的悲剧。

阳光的一天，山下来了通知：我被选为可以
进京传递信息的信使。消息传来，我的兴奋难以言
表。到北京？也许还能回上海？这是梦吗？我立即
打点简单的行装，来到缠溪街上。

与我的喜气洋洋完全不同，街上的气氛一片肃
杀。在文革中积怨的贵州两派，炮轰派与无联派的
斗争此时已经升级为真刀实枪的武斗。本来以思南
县附近的乌江为界，各霸一方，倒也是相安无事。
但随着无联派实力增强，开始挤压炮轰派的地盘。
炮轰派眼看大势已去，想弄几个学生到北京上访，
向中央求救。

我、彬彬和长脚三人被选中，对于背景全然无
知，只是兴高采烈地想完成任务。从缠溪到印江县
城有近60里路，我们奉命到印江炮轰派的大本营报
到。

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农民起义军式的末世
悲哀。眼看抵挡不住，大势已去。城里的炮轰派就
天天杀猪，不吃也是白不吃。本来猪肉对于贵州的
农民来讲，只能在节日里省着吃的，但平白无故的
口福一点都带不来喜悦。阴沉沉的表情涂在每个人
脸上，哪怕是吃肉，也不像是吃到自己的嘴里。因
为他们知道，城破之日，绝对没有好过的日子。我
们曾看到过街上斗人的场景：一根细细的却非常结
实的麻绳，在贵州人的手里变成最可怕的刑具。绳
子勒住手，让大拇指倒背靠向头，整个人顿时会缩
成一团，肩膀处会钻心地疼。时间稍长，细绳慢慢

勒进了肉，阻断了血液，坏死就难以避免。这帮人
曾是这么整人家，现在，快变天了，轮到别人照样
办理，能不害怕？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有恶和善，文
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人心深处那恶的魔鬼放出来，还
要无限扩大。于是中学生可以用皮带头抽打老师，
工厂可以把走资派剃上阴阳头还要脖子挂上石头，
办公室同事因为意见不合，一夜之间就可以分为两
派，反目成仇，互相摧残，最后甚至武斗。我们接
触过的贵州老乡，都能感觉到他们本性的憨厚和善
良，但一旦进入阶级斗争通道，人顿时露出狰狞一
面；文化本来应该是美的，但此时被冠上革命的名
义，居然也变得如此可怕。

我们三个在印江盘桓了三天，吃了三天武斗
饭。最终，炮轰派的人还是把我们送回了缠溪。当
时吃饭有个技巧，第一碗一定要少盛，以便可以
尽快把碗里的米粒扒拉到肚子里，第二碗就使劲
嗨，这样起码可以保证能大致吃到两碗饭。若是第
一碗吃得慢，到第二碗的时候，木桶里早就空空如
也了。此时，又是上海慰问团出面，表明上海知识
青年绝对不介入当地的派别斗争。我们三个当然是
无穷的遗憾，后来想了一下，慰问团毕竟是上海市
委的干部，他们的决定绝对正确。若我们也卷入派
系，那后来还不知会发生些什么。

就是如此，还是有上海知识青年遭殃。
在木黄公社有个叫管荣炳的上海知青，很勤

勉，一早踏着晨雾去挑水。贵州山区的村落一般都
建在有泉源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塘，山泉不择地而
出。取水时需挑着水桶，带着木瓢，装水以后挑回
倒在家里更大的木水桶中。管荣炳根本不知道自己
的村庄在一个晚上已经换了朝代，无联派乘着夜色
赶走了炮轰派，占领了他们村寨。清晨，一个流动
哨正好就在水塘上方的小山丘上。雾气弥漫，哨兵
看不太清取水的是何人，突然拉上枪栓，大声喝

作者李锋与一起回乡的夏克勤于1969年在生产队的
梯田前。

四  妹  子
（上接7月8日第8版）

第三节（下）
四妹子稍微抬起头，看一眼桌旁椅子上

的客人，心中一惊，连忙低下头，是那样一
个人呀！黑红脸膛，两条好黑好重的眉毛，
一双黑乌乌的眼睛正盯着她的脸。她突然想
到一块铁，一块刚刚从砧子上锻打过的发蓝
色的铁块。她想到这人脾气一定很硬，很
倔，很……

“俺屋人口多，家大，成分也不怎么
好……”

四妹子终于听到了对方的一句话，实
实在在，净说他家的缺短之处，人口多而家
大，是女方选择对象时的弹嫌疵点，人都想
小家小户吃小锅饭，成分高就更是重大障碍
了。可这些问题，四妹子早就知道，已经通
过了。她没有吭声，等待对方再说，第一句
话就给她一个印象：这人挺实在……

一句话后，客人又沉默了。四妹子心里
一转，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没搭腔，没对他说
的话表示态度而顿生疑窦了？要不要赶紧表
白一下？

“我对你……没意见……”
四妹子想搭腔表白的想法顿时打消了。

她想笑，几乎有点忍不住，就用一只手捂住
嘴，不致笑出声来，令客人难堪。刚刚说了
一句话，第二句就表示“没意见”了，是太
性急了呢？还是太老实了呢？老实得令人可
笑。啊呀！四妹子的脑子里顿然飞来一团乌
云：这小子大概是个傻瓜蛋儿吧？

二姑前几天曾经给他说过一个真实的
笑话。杨家斜一个姑娘跟临近村一个小伙去
背见，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呆坐了一袋烟工
夫，那小伙忍不住了，就要开口，他想拣一
生中最有趣的事说给姑娘，显示一下自己的
见识，想来想去，想到了他舅舅领他在西安
动物园看过一回老虎。他想，姑娘肯定没见
过老虎，用老虎镇一镇她，就说：“我见过
老虎嗜！比牛犊还高还大！你见过吗？”姑
娘一愣，俩人谈婚事，关老虎屁事呢？小伙
子得意了，说：“咱俩一结婚，叫俺舅把咱
俩引到动物园，再看一回老虎……”姑娘瞅

着那个得意忘形的傻眼傻样儿，心里起疑雾
了。正在姑娘心中纳闷叫苦的时候，小伙突然
站起来，耸起鼻子，左嗅嗅，右闻闻，随之就
释然傻笑起来：“怪事！我说这屋里今黑怎么
有一股香味儿？原来是你身上香……”姑娘一
听，吓得蹦出屋子，丢下媒人和陪她去的老婶
子，一口气跑回杨家斜来。

四妹子听了二姑说的笑话，笑得肚子疼。
现在，她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眼前的这位
小伙，活脱就是那位用老虎吓人的傻爪蛋儿。
她瞧一眼他，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不开
口。如果他继续说话，她就可以进一步观察他
的成色，如果他就这么坐下去，怎么办？四妹
子拿定主意，要引逗他说话。

“你今年多大咧？”
 “二十二。”
“你在哪儿念过书？”
“初中刚念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
“后来呢？”
“后来就回吕家堡了。年龄小，队里不准

去上工，我就割草挣工分，到年龄大了些，就
跟社员干活。”

她不问了，他也就不说了。看来不是瓜呆
子，四妹子的疑雾消散了。他是害羞呢？还是
那号不爱说话的闷葫芦？她此刻倒是希望他能
问她点什么，可他依旧不开口。

“你还没说……对俺……有意见没？”
他大约只关心这一句话。四妹子心里又有

点想笑，决定不立即正面回答他，逗一逗这位
长得魁梧壮大的汉子，看他会怎样？她说：“我
至今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能有什么意见呢？”

“噢！我叫吕建峰。”他红了脸，解释
说，“我是说……你愿意不愿意……”

“你好性急呀！”四妹子说。
客人腾地臊红了脸，更加局促不安了。
刘红眼出现在门口，把她和他又叫回上房

里屋。刘红眼眨巴两下眼皮：“长话短叙，夜
短，明日还都要劳动。现在，你俩见也见了，
谈也谈了，三对六面，只说一句话……”

屋里静声屏息。
“我没意见。”吕建峰先说了。
四妹子立即感觉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自

己了，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了！一旦定了，甭说

结婚后离婚，订婚后要解除婚约也不光彩哩！
她对他现在说不上什么，说不上缺点也说不上
优点，没有什么能促使她迫切地要求与他结
合，甚至没有什么能促使她急切地说出“我没
意见”的话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话，只是点点
头。

“好！顺顺当当，大家欢喜。”刘红眼一
拍手，从凳子上跳下来，站在屋子中间，宣布
说：“扯布，定亲！”

得到了最满意的结果，刘红眼领着吕建峰
和他大嫂，走出院子，消失在村口朦朦的月光
里。

姑 婆 也 很 满 意 ， 兴 致 勃 勃 地 拍 着 四 妹
子的脊背，发着感叹：“新社会多好！先见
面，再说话，后出嫁，心里踏踏实实。俺那
会……唉！直是进了人家厦子，盖头一揭，才
亮宝……”

 四妹子觉得，毕竟比姑婆那会儿好多了。

第四节（上）
背见之后是正式见面。背见在女方家悄悄

进行，正式见面仪式在男方家里举行，要待承
亲戚和好友，亲朋好友来时要带礼物，一件成
衣或一节布料，主家要摆席面，仪式是庄严而
严肃的。

四妹子跟着二姑，到吕家去出席见面仪
式。

麦苗吐穗了，齐摆摆的麦穗直打到人的
胸脯上。太阳冒红，四妹子觉得身上热燥燥的
了，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子。

“见了人家老人，要叫爸，要叫妈，甭学那
硬嘴子，和人白搭话。”二姑叮嘱她说，“我新
近得知，这家人讲究礼行，家法规矩严，甭让人
家头一回见面就说咱山里人不懂礼行。”

“嗯。”四妹子应着，心里不由得毛乱起
来。上回背见，她是主家，他是客人，这回她
是客人了，实际是供吕家大小以及他们的亲朋
好友看的，看他们的三娃子瞅下了个什么模样
的媳妇。啊呀！听说吕家人口多，家族大，亲
戚朋友也不少，这种被人观赏的场面该是多么
难堪……

“放稳当，甭慌！”二姑说，“人都有这
一回难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问。偏偏管荣炳生性胆小，听到声响，扔下水桶，撒
腿就跑。哨兵厉声叫道：“站住。不站住就开枪！”
这是电影中的情节，却真实地在这偏僻的小山村出现
了。管荣炳还是跑，一颗子弹，仅仅是一颗，打穿了
他的脑袋。他成为这批上海知青中最先倒下的一个。

又是慰问团出面，只知道后来县里为他办了隆重
的安葬仪式，仅此而已。一条年轻的生命在异地他乡
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消陨了。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作者：陈忠实

三天前，按照刘红眼约定的日子，二姑
陪着她，跟吕建峰和刘红眼到西安去扯布，
这回由吕建峰的二嫂陪着。经过两头周旋，
刘红眼告知二姑，由男方出二百块钱扯衣
料，不管买多买少，质量好坏，以二百元为
限额。五个人厮跟着，坐公共汽车进西安，
转一座百货大楼，又转一座百货大楼，买了
几件衣服之后，二姑悄悄提示她，要拣两件
值钱的料子，吕家兄弟三个，妯娌们多，日
后过门了，要再添件好衣服，不说大人舍不
舍得花钱，单说妯娌们咬得你就受不了，这
是最浅显的道理。必须在订婚扯布时，狠心
买几身好衣服，男方受疼也得硬受。四妹子
担心，不是说定二百块钱吗？二姑说她傻，
那不过是个纸糊的围墙，你要买，他就得
买，不买了，他们首先怕婚事塌了火，当
然，也不能没个远近乱要。

四妹子茅塞顿开，勇敢地向毛料柜台
走去，她一眼瞅中那卷毛哗叽，就站住不动
了。

“走，四妹子。”刘红眼并不走上前，
远远地喊。

四妹子站住不动，抚摸着毛哗叽布卷。
“四妹子，到北大街去，那儿刚修建下

一座百货商场，货全好挑。”二嫂走上前来
说。

四妹子故意不看她，站着不动。
四妹子听到刘红眼和二嫂在窃窃商议。

她依然站着，如果她硬要买，他们会怎样继
续耍花招儿？二姑也悄声给她壮胆：“不
去！就要这！”

刘红眼和二嫂以及吕建峰三人都围上
来。轮到吕建峰说话了，他是主事人：“这
太贵，不扯！”

四妹子说：“我就喜欢这布料。”
吕 建 峰 说 ： “ 喜 欢 你 去 买 ， 我 不 买

了！”说罢，转过身，把皮兜往二嫂怀里一
塞，走掉了。

四妹子像是受了侮辱，转过身，把二姑
一拉，说：“刘叔，俺也走咧！”

刘红眼急忙拉住四妹子的胳膊。
二嫂从楼梯口把吕建峰也拽过来。
“这主意我坐了！买！”二嫂说，“四

妹喜爱这料子嘛，爱了就买么。为这点事闹
别扭，划不来。买买买！”

 一件哗叽料儿扯下来了。
吕建峰皱着眉头掏了钱，老大不高兴。
四妹子想到这事，心里觉得挺伤心。

一抬头，猛然看见村口拥着一堆大姑娘小
媳妇，几个小女子唱歌似地叫着四妹子的名
字，她们在村口必经之地截住看她……

——待续——
（文章来源：努努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