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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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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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脚店转让
好区四年床脚店，生意稳定，接手即
赚，因老板另有发展现急转让。创
业好机会，价钱面议，有意者请速联
系。317-90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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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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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7月22日第8版）
在贵州的知识青年，有一批原来

是长期混迹社会的无赖泼皮。静安区
政府为了卸包袱，让这批人也以知青
的名义来到贵州。他们打架、偷鸡，
坑害老乡，强买强卖，也算是无恶不
作。更重要的是，损坏了知识青年本
来应该在贵州老乡心里面存有的好印
象。

上 海 慰 问 团 在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
牵头让几个认真劳动的知识青年集体
户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被称之为
“大圈子”的联盟。其本意是让正气
抬头，起码不会受那些二流子的欺负。

迈过了最初的矜持，四个点的知
识青年开始互相串门，互相帮助。

街上的知青点所在的小队叫“战
龙壕”。四个女生：彬彬、美华、曼
华、晓玲。与其他知识青年点相比，
战龙壕的条件最好。不仅地处中心，
也是整个公社的集市所在地。按照当
地的规矩，逢五逢十就是赶集的日
子。四邻八乡的农民带着各式土产，
到这里完成交换。或者出售换钱以
后，买点盐、糖等必需品应付生活。
所以街上的知青点也自然而然成了大
圈子的集散地。贵州的落后也似乎体

现在货物交换的程序上，这里很少用秤，基本的计数单位是个、
堆、箩筐，比如说桃子1毛5个，母鸡每个1元5角，山芋一箩筐多少
钱。如此简洁直接，一切明明白白，不存在缺斤短两。当然，物
物交换也是可以的，互相看中东西以后，以物易物，最多稍微补
一点差价就完成买卖。想下来，也许，古代就是用这样的贸易方法。

彬彬与美华都是高中生，又是来自于上海市静安区最著名
的育才中学。尤其是彬彬，在育才就是当然的学生领袖，思维活
跃，口齿伶俐，善于交谈。在我们这一群初中生面前，显现出无
比的优势。她喜欢带一副黑框眼镜，与你讲话的时候，那副稍嫌
小一点的眼睛会在眼镜后面真诚地看着你，一直看到你的心底。

离生产队几里的地方，有一股神奇
的水，滔滔汩汩，永不枯竭。泉水的旁
边是山村人奉为神灵的大榕树。李锋、
夏克勤、王雨民三人组成一户。劳动之
余，在树下拍张照。

上：2010年2月20日，当时在大榕
树下拍照的三个上海男孩，现在都已快
到退休的年龄。我是上海华东师大的教
授，夏克勤是成都理工大学的教授，王
雨民在淮南第二建筑公司工作。

四  妹  子
（上接7月22日第8版）

第四节（下）
“抬起头走路，谁也甭搭理。”二姑说。
四妹子跟着二姑，从叽叽咕咕嘻嘻哈哈

的夹道中走过去，直到刘红眼把她们引进吕
家院子。

刘红眼引着四妹子，先走进上房里屋，
指着一位老汉说：“这是你爸。”四妹子看
也不敢看一眼，轻轻从嘴里挤出一个“爸”
字。刘红眼又指着一位老婆说：“这是你
妈。”四妹子又叫了一声“妈。”刘红眼又
引着她到正堂客厅，这儿聚着好多人，刘红
眼一一指给她：这是你大嫂，二嫂，大哥，
二哥，姨妈，姨伯，大姑，大姑夫，二姑，
二姑夫……她就一一叫过，那些人听着她
叫，不好意思地应着，随后，刘红眼把她交
给吕建峰，让他把她引到僻静的厦屋去。

他引着她，推开厦屋门，招呼她坐在椅
子上。他从暖水瓶里倒下一杯水，递到她面
前，说：“喝点水。”

四妹子没有抬头，接住了水杯。
他在把茶杯递到她手里时，歪一下头，

悄声怨艾地说：“那晚在你家，你给我连水
也没让一杯。”

四妹子一抬头，看见他佯装生气的眼
睛，立即争辩说：“倒了水咧！”

“那是二姑给我倒的，不是你，”他说。
“谁倒都一样，只要没渴着你。”她说。
“不——一——样！”他拖长声调，煞

有介事的郑重的口气，一板一眼地说着，随
之俯下身，眼里闪射着热烈的神光，“不管
咋样，我今日完全彻底为你服务。”他对她
滑稽地笑笑，就走出门去了。

四妹子坐在小厦屋里，心在别别地跳，
这个陌生的家，就是她将来的家，她将与刘
红眼刚才一一介绍过的那些爸呀妈呀哥呀嫂
呀在一个大锅里搅勺把儿，在一个院子里过
日月。他似乎不像背见时留给她的憨乎乎的
印象，而变得有点像另一个人了。是的，在
他们家里，他出出进进都活泼泼的，说话还

有点滑稽，竟然记着她没有亲手给他倒茶水的
事，可他那晚只会说“没意见”……

这间小小的厦屋，盘着一个土炕，炕上
铺着粗家织布床单，被面也是黑白相间的花格
家织布料，桌子上和桌子底下的地上，堆着两
三个拆开的马达的铁壳，红紫色的漆包线，螺
钉，锥子，钳子等，混合着机油和汽油的气息
充斥在小厦屋里。四妹子虽然嗅不惯这股气
味，却对屋子的主人顿生一种神秘的感觉。

大嫂进来了，拉她去吃饭。
早饭是臊子面，听二姑说，关中人过红白

喜事，早饭全是吃臊子面。她和那些亲戚坐在
一张桌子上，二姑坐在贴身的同一条长凳上，
吕建峰跑前奔后，给席上送饭。他把一碗臊子
面先送到坐在上首的刘红眼面前，然后送给二
姑，然后送给四妹子，然后送给其它亲戚，次
序明确。四妹子又想起他说的没有给他倒水的
话来。他又端着空盘出去了。

大家都十分客气，彬彬有礼，互相招呼，
推让，谁也不先动筷子，只有刘红眼带头发出
第一声很响的吸吮面条的声音之后，随之就响
起一阵此起彼落的吸食面条的声浪，声音像
扯布，咝啦——咝啦——四妹子最后才捉住筷
子，轻轻挑动面条，尽量不吃出声音……

刚刚吃罢饭，四妹子又被大嫂引进厦屋，
背见时已经见过一面，并不陌生。大嫂长得粗
壮，大鼻子大眼阔嘴巴，完全以主人的神气说
话：“四妹子，你看看，你的女婿娃儿给屋里
净堆了些啥？你一看就明白，我三弟是个灵巧
人儿哩！”

门外腾起一阵叽叽嘎嘎的笑声，大嫂忙
迎出去。四妹子从门里看见，一伙姑娘媳妇拥
进房里，正在看那些布。那些几天前扯回来的
布，现在放在上屋里的桌子上，供人欣赏，想
到那天扯布时为那件毛哔叽发生的纠葛，她心
中至今感到别扭，他一甩手竟走了！为了节省
几十块钱，他宁愿与她吹！她就值那一件毛哗
叽料子吗？

那些媳妇姑娘看够了，议论够了，就像洪
水一样涌进厦屋来，欣赏她来了。她们全都用
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她看，压着声儿笑着，窃

窃私议着，不知谁从门口叫了一声：“多漂亮
的个人儿呀！”全都哈哈嘎嘎笑起来。她们也
不坐，互相搭着肩，拉着手，只是从头到脚盯
着她看。四妹子被看得不好受，也无法回避，
不过没有人调笑，二姑说，订婚时是不兴许胡
说乱闹的，只许来看，看买下的衣料，看媳妇
的人品，那就让人看吧！

这一拨姑娘媳妇看够了，嘻嘻笑着议论着
走出门去了，另一拨媳妇姑娘又涌进来看……
整整一个大晌午，川流不息，四妹子和买下的
那些衣物展览在这儿，供吕家堡的女人们欣
赏，品评，嘻嘻哈哈笑，直到摆上午席来，
那些女人才哗然散去。四妹子又被大嫂拉上
饭桌，没有食欲。她顿然悟觉出来，订婚的这
种场面，是一种舆论形式，向全体吕家堡村民
以及吕克俭的新老亲友宣布，吕建峰订下了这
个媳妇，日后要再反悔，那就承担众人的议论
吧！

午饭以后，又有人来继续观赏。四妹子实
在受不了了，悄悄催促二姑：“回吧！”二姑
劝她耐心，说这里就是这号风俗，谁家女子都
免不了这一回，尽管她们看别人，她们终有一
天也要被人看，被人欣赏的。

直到日压西山，四妹子和二姑在吕建峰
全家人和亲戚的簇拥中走出门来。两位老人在
门口停步了。几位亲戚送到街巷里也停步了，
大嫂和二嫂一直陪送到村口，再再道歉，说没
有招待好客人，再再叮嘱，路上慢行。出村以
后，四妹子长吁一口气，身上的芒刺全都抖落
干净了。她忍不住说：“刘叔，你也回吧。”

刘红眼哈哈一笑：“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哩！”

吕建峰落在最后，胳膊上挎着一只大红包
袱，说：“刘叔，让她们顺手捎回去……”

“胡说！”刘红眼瞪起眼睛，“哪有让人
家自己带回去的道理？这是你娃子给人家四妹
子的聘礼聘物，必得由你送去，才见诚意。你
只图简单，连规矩也失丢了……”

十天没过，刘红眼又踏进二姑家门来，是
一家人正在吃夜饭的当儿。刘红眼带来吕家的
动议：“五一”结婚。只是出于一条非常现实

她的语言，亲切而善解人意。很快在
大圈子里获得声誉，她姓林，人称林
老板，战龙壕也就成了“林家铺子”。
相比较起来，她的同学美华要温婉得
多，苏州人的软糯充分体现在她的性
格中。她从不张扬，但会静静地把一
切都收拾好，等待着大圈子知青的到
来。至于曼华与晓玲是初中生，只是跟
在姐姐们后面张罗而已。

条 件 最 艰 苦 的 是 水 塘 生 产 队 的
五个男生。地处三十里以外的偏远之
处，生产队极穷，一天的十个公分只
值8分钱，而刚到那里的学生，只能每
天领到3个工分。好在第一年国家还有
所补贴，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吃
饱。

长脚、广彦兄弟、牤子、云华五
条汉子生活在一起。广彦是高中生，
足智多谋，他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弟
弟。长脚是他们中最有特点的一个，
他尽管只是初中生，但家境较复杂，
经历不少坎坷；且读书不少，非常成
熟。他喜欢眯着眼睛，讲出几句当时
听来是惊世骇俗的话，让我们这些初
出茅庐者一愣一愣的；他熟悉外国地
理，能讲出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喜欢
古典音乐，随口哼上几句，出其不意
地问：你知道这是那一段吗？他甚至
把几本侦探小说背在肚子里，对着我
们讲上几个不眠之夜。他脸上很少有
表情，喜怒不形于色。与人谈话时，
并不喜欢直视对方，而是作思索状遥
看远方，讲话的声音明显被压低却有
穿透力，因为他力求每句话都能给人
以惊艳的效果。

龙家坡生产队有五位：户长是言
乐，雅丽和阿冲姐弟、静宜和志云。

作者：陈忠实

的考虑，赶在夏收前结了婚，可以分一份口
粮，而夏季的麦子是一年的主要口粮。刘红
眼设身处地地说：“其实，这样也好，吕家
多分一份口粮，你这儿也减少了负担。四妹
子在你这儿住着，既不能分口粮，连工分也
挣不成。吕老大倒是想得周到，迟早是一家
人喀……”

“先让四妹子说话。”跛子姑夫倔倔
地说，声明他并不嫌弃妻子的侄女吃他的口
粮，“咱家不管粮多粮少，有咱吃的，就有
四妹子吃的，这能见外？四妹子在咱家，就
是咱家的娃嘛！”

“赶得太紧！”姑婆也发表声明，“订
婚上下才几天……”

“你看呢？”二姑瞅着四妹子。
“姑……你看着办……”四妹子低着头。
“你说结就结，你说不结咱就不结。”

二姑很干脆，“反正在咱家住一年半载，
有 你 的 吃 ， 也 有 你 的 穿 ， 你 姑 夫 刚 才 说
了……”

四妹子想，反正迟早都是过吕家去，
在那儿名正言顺分得一份口粮，就是吕家
堡一个社员了，可以上地挣工分了。住在二
姑家，虽然姑婆和姑夫不会怕她吃了粮食，
终非长久之计。关中这地方粮食虽则比陕北
富裕，也是按人口定量分配，谁家也没有三
石五石的储存。有点剩余粮食，看得宝贝似
的，悄悄地都卖给粮贩子了，一斤麦子卖到
五毛多，一斤包谷也卖二毛八。她若住仨月
半年，吃掉的粮食卖多少钱呢？“五一”结
婚虽然紧迫了点儿，终久有这回事。她头
没抬，却是很肯定地说：“就按刘叔说的
办。”

刘红眼又急忙忙赶到吕家回话去了。
跛子姑夫站起来，慨然说：“既然这

样，也好，早结了早安心过日月，两头都
好。”他又专门说给二姑，“人家吕家不是
送给三个礼吗？”二姑点点头。

四妹子不知姑夫提这礼钱干啥，一愣。
那是二百四十元钱，一个是八十块，正好三
个。关中订婚专门施用的单位，一个礼等于
八十。

“这些礼钱，一个也甭留，全部给四
妹子办成嫁妆。”姑夫说，“四妹子是咱侄
女，远离二老，咱就给娃办得体体面面的，
甭叫人笑话！”说罢，就朝饲养场去了。

二姑深情地望着走出门去的姑夫一拐一
歪的身影，忽然流出泪来，搂住四妹子的肩
膀，动情地说：“看见了没？你姑夫脚腿不
好，心好。姑就是这点福份……”

——待续——
（文章来源：努努书坊）

除了阿冲与志云年龄较小之外，其余
都是高中生。这五人，居然是清一色
的资本家家庭出身。言乐平时不苟言
笑，讲话中规中矩，有时会冒出一二
句时兴的官话，让人感到稍有距离；
雅丽家住在上海上只角的华山路，自
有一种雍容的气度，不多说话，常以
一笑来代表自己的观点；而静宜却是
一派上海小姐脾气，为人热情，但易
生气，容易冲动，往往有浪漫不着边
际的想法。五个人组成一个知识青年
点，一直相安和谐。从街上往上走就
可以到龙家坡，老远能望见他们村头
那棵大榕树，这是龙家坡的风水树，
保佑一村的平安和福气。龙家坡因此
也比较富裕，农民并不需要啃野菜，
这也给知识青年的生活带来福气。

位置最高当数我们窝坨。尽管离
山顶还有一段距离，但已有相当的海
拔高度。冬天明显在雪线以上。若是
雪后天晴，战龙壕很快化雪干爽了，
稍高的龙家坡的就会是一段尚未干透
的潮湿带，到了窝坨一定还是一片雪
白。从龙家坡直接可以有一条山路通
向窝坨，当然是不断往上走。又一次
从龙家坡走夜路回窝坨，我还看到了
路边出没的穿山甲，没逮着，却惊喜
不小。

大 圈 子 建 立 以 后 ， 互 相 关 系 迅
速升温。林家铺子只有女生，不会打
柴。于是大圈子的所有男生出动，几
个月的燃料只用了一上午就解决了；
水塘最穷，五个男生都能吃，粮食不
够，其他几个点的知青就会把粮食一
担一担挑进去。接受的人没有感到任
何不安，帮助的人也没有一点施惠与
人的得意。无私友谊和对于利益的藐

视，其真正温床却是由于物质的绝对贫
乏和思想感情的丰富。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